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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has produced a series of severe problems, which have put governments on the
forefront of governance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problems will inevitably arise due to imperfect government behaviors, ideas, systems, methods and methods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Therefore, it is an urgent task to analyze the government's problems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find a solution that su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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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的不断恶化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把各国政府推上了治理的前台，并成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要务。由
于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为、理念、制度、手段和方式的不完善，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分析政府在生态环
境治理中的问题，并找到与政府行为特点相适应的解决途径就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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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环境建设，是中国提出的、旨在保护和建设好生态
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主要通过开展植树种草，
治理水土流失，防治荒漠化，建设生态农业等方式，建设祖

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人民
生活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和威胁。在此背景下，如何
为生态环境整治工程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数据支持，有效促进
生态环境的改善，成为至关重要的需求 [1]。

国秀美山川。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

2 环境整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2.1 为经济发展放松环境治理力度

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发挥社

在当前环境治理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不容忽视。个别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大力开展植树种草，

地方为了确保经济发展，无形中放松了环境治理力度；个别

治理水土流失，防治荒漠化，建设生态农业，经过一代一代

地方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为了应对发展压力，环

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建设祖国秀美山川，是把我国现代

境监管多少有些放宽了。这种现象或倾向尽管是极少数，也

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的重大战略部署。

必须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肃查处，绝不能允许因为经济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

发展遇到一点困难，就开始动铺摊子上项目、以牺牲环境换

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取经济增长的念头，甚至想方设法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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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污染防

各种社会矛盾 [3]。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就必

治和环境治理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必须咬紧牙关，

须发挥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大力加强环境

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任何为了一时的利益，让保护为

保护、正确处理人与资源的关系。环境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发展让路的行为，环保督察部门必将对其盯住不放，严肃

资源促进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促使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追责 [2]。

促进经济繁荣和持续发展 , 进而全面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2.2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
目前还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因担心被问责，不分青红皂白
紧急停产停业，以“一刀切”方式应对环保督察。环保搞“一
刀切”，是生态环境领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
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影响民生和经济发展，对此必须
坚决反对和制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企业作为污染防
治主体，必须依法履行环保责任，同时要改革创新环境治理
方式，对企业既依法依规监管，又重视合理诉求、加强帮扶
指导，对需要达标整改的给予合理过渡期，避免处置措施简
单粗暴、一关了之。这个原则要求必须得到严格贯彻落实。

4 生态环境整治的实施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照省
市和县委、县政府环境整治的要求和标准，始终把生态环保
作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着力加强住建领域环
境污染整治，切实打赢生态环境专项整治攻坚战，以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
接建党 100 周年。因此，以县、乡镇为例，分析政府的生态
环境整治步骤与工作要求 [4]。

4.1 工作重点与步骤
4.1.1 工作重点

3 生态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

在全县范围内，重点围绕住建领域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近年来，随着政府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环境治理已取

生态保护和修复治理、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央环保督查反馈

得显著成效，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研究

问题整改、群众反映强烈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等五方面，聚焦

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生态涵养、水土保持、河长制落实、

发展、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和谐有着重

产业结构布局、“四水四定” 、节约用水和突出生态环境问

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题整改、重点环境信访问题等情况，集中开展排查整治。

3.1 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1.2 工作步骤

可持续发展是即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

①排查整治阶段

满足对其需求的能力的一种发展方式。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工作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工作重

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经济，而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环境和

点、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

资源的支撑。政府治理环境，将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

工作。排查整改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建立问题、查处

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和整改台账，汇总整改资料。坚持从实际出发，强化担当，

3.2 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边查边改，立行立改。需要分阶段推进的，要把握时间节点，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污
染成为当今的一大公害，政府治理环境，正确处理好经济与

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取得阶段成效 ; 需要长期整治的，要持续
推进，确保整改到位。

环境的关系，治理环境，保护环境，将会为我们建设小康社

②总结提升阶段

会提供重要的基础与前提，是我国早日实现全民的小康的有

各股室、各二级单位要对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认

力保障。

真梳理总结，确保全面排查到位、查处整治到位。对生态环

3.3 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要及时进行总结，将工作总结和排查整

人与自然和谐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是和谐

治工作问题统计表等整改资料及时报局领导小组办公室。要

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载体，

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弱项，组织凝练一批工程项目，

它可以减少或消除因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导致的

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为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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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全面推动我县发展与保护提供支撑 [5]。

4.2 乡镇政府生态环境整治的工作要求
4.2.1 靠实工作责任
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
认识，从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机制，
坚持目标明确、应改尽改、科学指导、严格时限、有据可依
的要求和全覆盖、无遗漏的原则，坚决扛牢、压实工作责任。
突出科学性、操作性，把措施制定到位，突出规范性、实效性，
把问题整改到位。

4.2.2 强化跟踪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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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氛围。

5 做好生态环境整治的有效措施
5.1 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
长远性、开创性工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
实践到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6]。各地区
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加快形成，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

县全面强化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深入实施，生态系统

要强化对全县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的调度管理，注重及时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进展顺利，核与辐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了解掌握问题整改工作进度，建立全县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我国

作台账，协调解决整治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各部门要对

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接好行业内部检查督导、工作调度、分析研判、总结报告等

5.2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工作，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销号台账，严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

实行“清单式”管理、“销号式”整改，切实做到问题整改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必须用以

高效有序、扎实有效，不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教育广大干部增强“四

4.2.3 严格整改验收

个意识”，树立正确政绩观，把生态文明建设重大部署和重

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属地管理、行业督导、

要任务落到实处，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

追求实效、实事求是”的原则，建立健全问题整改验收制度，

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

坚持“谁整改、谁验收”，严格初审、核实、公开、问效等

好形象的发力点。

各个环节的管理，不得随意放松整改要求和降低整改标准，

5.3 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

确保排查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发现一个、整改一个、验收一个、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和国

巩固一个。

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对生态文明建设

4.2.4 严肃工作纪律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处理重大

各乡镇、各相关部门在排查整治过程中，要力戒形式主

问题，指导、推动、督促各地区各部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义、官僚主义，严格落实中央和省、为基层减负要求，严禁搞“一

重大政策措施。其一，落实党政主体责任。落实领导干部生

刀切”，杜绝“一律拆迁、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做法，

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其二，

对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整改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要依纪依规

健全环境保护督察机制。完善中央和省级环境保护督察体系，

严肃追责问责。

制定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改

4.2.5 加强宣传报道

善生态环境质量、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

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举报平台作用，畅通群

任，推动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 [7]。其三，强化考核问责。

众举报渠道，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充分发挥县政府网站、
“花开”

制定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大、政府以及中央和

融媒等网络媒体平台作用，及时公开重点环境问题整改和典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办法，对生态环

型环境违法案件查处情况，广泛宣传整改成效，保障广大人

境保护立法执法情况、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公众满意程度等

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努力营造“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相关方面开展考核。其四，严格责任追究。对省（自治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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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以及负有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中央和国

感、幸福感也将不断增强。

家机关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坚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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