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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is to develop, utilize and recover natural resources.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public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y countries began to mobilize the masses to guide the whole society to
consciously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the phenomenon of destroying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sake of economic interests, which makes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more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not achieved overnight.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thods have been unable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how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hange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play the function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is
very important.

Keyword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natural resources; countermeasure

关于环境管理与保护的思考
王亚娜
诗瑶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中国·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

环境管理与保护的目的是开发、利用、恢复自然资源。随着大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很多国家开始发动广大群众，引导全
社会自觉参与环境保护进程。但是，社会上仍然有为了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的现象，使得环境问题愈加突出。环境保护不是
一蹴而就的，在实践的过程中，传统环境管理方法已经无法有效解决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环境问题。因此，根据环境管理和
保护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整体环境管理水平，改变中国传统环境管理体系的现状，发挥环境保护监督、执法等各项职能至关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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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污染的影响
生态环境恶化无论对经济、人类健康、社会和谐都有影
响，根据多年工作实践，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首先，影响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

地球的资源能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而且环境也承载不了那
么多的污染。所以，是该摒弃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时
候了；其次，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环境恶化已经严重地威胁
我们的身心健康。

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特点就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

随着 21 世纪而来的就是中国癌症村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低效益、低效率、难循环。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

据官方媒体报道，有准确地址的癌症村有 110 多处，遍布全

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是一个资源消耗强度加大的阶段，

国各地。癌症村不是一个科学严谨的概念，但大致有当地环

对能源的需求将处于上升期，所以就更加剧了资源短缺的矛

境污染严重、癌症患者数量高、死亡率高等特征，这些癌症

盾。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我们就必须加大进口，资源的对

村多处于城市工业园区的周边地带，河流下游或者矿山附近，

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原材料进口国，

受到工业废水、废弃物、废渣、生活垃圾以及重金属等多重

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如果按照老路走工业化道路，即使整个

复合性污染。人们得病没有人管，这是被工业文明发展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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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庄人群。环境的不公平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需

当前，部分环境保护人员不作为或慢作为，不积极履行

要尽快建立一套全方位的政策机制，例如建立以财政转移支

自身职责，导致政策执行不到位，企业钻空子、违法排污的

付为主要手段的生态补偿政策；再次，带来严重的国际问题。

现象层出不穷。一些地方政府明知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

现在各主要西方国家已经把环境保护和人权宗教联系在一起，

在偷排、非法倾倒等行为，但为了经济发展，暂时放松环境

变成对华外交的主题，用环境问题制约中国，给中国带来越

保护管理，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严重违背环境保护法律。

来越大的国际压力。

2 环境管理与保护的主要形式
2.1 环境管理机遇与挑战并存
由于加强对环境管理的应用研究有利于环境保护，因此
中国在环境管理领域的实践很早。随着中国对自然生态研究
的深入，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在引导和应对

③ 监督管理体制不完善
当前，部分环境监督管理制度的内容过于简单抽象，可
实施性差。政策是否执行依托法律的约束，生态环境部门要
不断提高公信力，完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制，强化环境管
理职能。受地方财力影响，基层生态环境部门机构不健全，
人员专业素质较差，整体力量十分薄弱。

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付出了极大努力。与此同时，中国环

3 加强环境管理与保护的策略

境保护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面临不少挑战。在环境管理中，

3.1 抓住发展机遇，加强国际合作

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如今，中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当前，人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勇于担当

社会的关键阶段，为了未来十五年能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时代使命。多年实践证明，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为国际大国，中国要不断深入改革环

倡导环境管理与保护的新理念，积极应对环境挑战 [4]。如今，

境管理体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只有抓住现

世界环境保护趋于一体化，作为国际大国，中国应当在自身

今良好发展的机遇，才能应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带来的一些

能力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努力成为表率。为了保护

突出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生。2.2 环境管

地球生态环境，人们要运用先进的环保理念，深入推进环境

理与保护面临巨大压力

管理体制建设。当前，中国要以传统的环境管理体系为基础，

中国环境污染主要表现在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土壤污

积极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对其进行不断完善。具体来说，

染等方面。总体来看，环境问题依然十分严峻。2018 年发布

要加强与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对话交流和务实合作，在主体

的《公民环保行为调查报告》显示，能够将其融入生活的方

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调整对外政策，扩展共同利益。同时，

方面面，但是缺乏具体行动，公民与政府环境保护互动较少，

要引进人才和技术设备，积极吸纳外部资金。

使得环境管理与保护面临巨大压力。政府是环境管理与保护

3.2 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引领其参与环境管理

政策的执行者，近年来，中国不断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加大

首先，政府应采取多样化的手段向公众宣传环境保护的

环境保护力度。当前，各地面临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

重要性，对企业进行严格管理，提高企业参与环境管理的积

压力，需要革新监督方式和治理手段。

极性。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定期集中培训、公共区域播放宣传片、

2.3 环境管理涉及的问题复杂

社区宣传板展示等方式将环境管理与保护渗透到居民生活的

① 污染治理难度大

方方面面，提升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知度。环保执行人员要

环境污染形式多样，有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和

走出去，有条件的话，可以到外地甚至国外学习环境管理经

放射性污染等，二次污染物往往难以治理。人类活动是造成

验，提高自身素质，把先进经验转化为自己的资源，从而发

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全国生活垃圾年产生量逐年增加，导

挥更大的作用。其次，利用多媒体信息资源，以广告、软文

致土壤污染，而其中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不到 10%，垃圾

的形式潜移默化进行环境保护教育，设立官方微博和公众号

处理力度不足导致更多的二次污染物产生。当前，部分人不

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安排专门人员及时回答公众问题，注重

愿意做垃圾处理，也不注重垃圾分类。

定期发布工作动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化。随着新媒体的发

② 政策执行不到位

展，有关部门应积极搭建平台，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开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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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并接受市民咨询，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环境管理建设。最

有指控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远程质控，如视频监控、GPS 定位、

后，印发环保倡议书和环保工作总结报告，接受市民的监督，

实时图像上传等；将信息的及时发布也作为监督管理的手段，

积极宣传和解读国家环保法规政策，调查市民的环境管理建

各类监测结果应“能公开、尽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并

设意见，鼓励公民揭发公司破坏环境的生产经营行为并切实

接受监督。

解决。强制要求企业参与环境管理，设立环保管理员，履行

3.5 加强对检测机构的质量管理监督

环保职责。对于有环保问题且整改过的企业，实行不定期突

目前，国家正在试点环境监测机构的省级垂管试点和国

击检查，联合环保爱心人士走访示范类企业和家庭，展示正

家事权上收工作，质量管理模式将由原来的国家、省、市三

面教材，启发公众自觉参与环境管理与保护。

级管理转变为国家、省级两级质量管理；应理清国家、地方、

3.3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监测机构各责任方在监测中的定位、职责和罚则，保障质量

抓落实是政府领导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中国要

管理有据可依。由于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起步晚、发展迅速，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落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性的

技术良莠不齐，因此可采取以下措施加大对社会化环境监测

一步。中国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生态环

机构的质量管理：一是省级环境监测监管机构应加强对辖区

境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增加政府落实环保政策的执

内社会化环境监测机构的能力验证，加大验证比例及频次；

行力，各级政府管理人员要真正吃透法律法规的含义，统一

二是加大飞行检查，重点检查现场监测环节及实验室样品的

服从上级的规范领导，不能故意放松管理。另外，科学的管

分析全过程；三是检查质量管理体系的适用性，对发现的问

理是完善环保工作的保障，科学不单单是凭经验办事，人们

题及时的依规依法严肃处理，并开展事后核查，对监测数据

要用高效率的管理方式完成任务，细化管理工作过程，以节

造假行为“零容忍”。

省时间和金钱。管理人员要把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技能收

3.6 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

集起来，概括为用表格显示的守则和规律，并根据当地的环

政府仍然是环境治理的主体，在环境治理中应有以下几

境污染情况和难度实行量化处理，将测量工具、操作流程标

方面的作为：首先是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应当建立

准化。改革创新是深化环境监管体制的手段，人们在深化改

环境保护的基本框架，约束各种参与主体的行为；其次是经

革的过程中要借鉴外国成功经验，但是生搬硬套容易导致“水

济手段的辅助使用，运用价格、成本、利润、信贷、税收、

土不服”，而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将成功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收费、罚款等经济杠杆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规范人

先根据环境管理与保护的主要形势，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

们的经济行为，以实现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最后是政府投

把书面化的经验转变为能够解决突出问题的实践。在小部分

资环保产业，根据中国环科院认为：要使中国的环境质量有

地区试点后，要科学把握环境管理与保护方法，同时不能忽

明显改善，环保投资需占 GNP 的 2% 以上，环境问题基本解

视市场调控作用的影响。

决，环保投资需占 GNP 的 1.5%，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

3.4 完善环境监测技术体系

环保投资也需占 GNP 的 1%。企业投资固然应当是投资主体，

一是健全环境监测规范。加强环境监测规范体系的顶层
设计，加快推进气、水、土、生物等配套的监测方法标准制

但当前阶段尤其是中国，政府投资不可或缺。
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主要承接方，在日益增加的环境压

修订工作，更新较旧的监测方法标准；完善有证标准样品体系，

力下，需要更好地将环境诉求与利益诉求相结合。企业这一

尤其是加快有机物标准样品的研制；联合质监部门出台环境

主体与当前中国的环境治理密切相关，如何转型为环境友好

监测机构资质认定制度，规范准入资格。二是构建国家环境

型企业也是中国大范围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大难题。怎样

监测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内部质量控制。每年组织开展环境

将外在的环境治理诉求与内在的利益诉求相结合，甚至利用

监测能力考核，不定期开展标准样品使用情况调查及不同来

日益增加的环境关注度，形成企业环境治理的收益，是当前

源标准样品之间的分析比对等。三是完善和创新监督管理机

企业关注的重点，也是环境治理理论中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

制和质控新技术。适时地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不定期地开

公众作为最广泛的环境利益相关者，发挥的作用越来越

展监测数据质量和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的评估；在完善现

大，理论和实践中都应积极将这一主体纳入环境治理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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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下放，促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进而建立完整的政府、

护部门的执行能力，以便有效发挥环境管理的作用。通过社

企业、公众的环境治理多元参与主体，是以后中国环境治理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中国环境质量将会取得新的突破，生态

改革的方向。

文明将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总体来说，中国环境管理与保护形势较好，虽然面临巨
大压力，但是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其正不断取
得显著的成效。环境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吸取国外先
进治理理念的基础上，中国要结合自身生态问题，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自然环境，需要
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面的协作。当前，要向大众普及环
保知识，督促公司提高排污治污能力，提高基层生态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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