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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
瞭望哨和加速器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Lookouts and Accelerators in the Battle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文/汪燕辉

摘  要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形成攻坚合力。目前，中国有近3万家
在生态环保领域开展工作的社会组织，因其特殊组织方式、工作特点、关注领域，已经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等方
面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和活动。社会组织在污染防治和保护生态环境领域，充当着监督者、倡导者、推动者的角色。当前，
社会组织应积极作为，继续走在“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前线，发挥好瞭望哨和加速器的作用。
关键词 社会组织 ；污染防治攻坚战 ；公众参与 ；环境公益诉讼

距离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

首次提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已经有一年

多的时间了。随着全社会从上到下全面的动员和

行动，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相关部门，

普通的公众也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耳熟能

详。相关部门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出了

明确路线图和各领域期望实现的指标，作为一场

“全方位的立体战”，在大气、水、废弃物等重

点领域和渤海、长江经济带等重点区域制定了行

动方案和策略。在所有的方案和行动计划中，尤

其强调要着力营造政府依法监管、企业发挥主体

责任、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各尽其责、良

性共进的外部环境。由此可见，作为“第三部

门”的社会组织在这场攻坚战中也有着独特的

作用。

2010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培育引导

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1]，对全国

各种环保社会组织在全国开展的活动的重要作用

予以了肯定，指出社会组织“在提升公众的环保

意识、促进公众的环保参与、改善公众的环保行

为、开展环境维权与法律援助、参与环保政策的

制定与实施、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促进生态环

境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已成为连接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桥梁与

纽带，是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环保事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颁

布实施，大大促进了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国双

数据中心的数据显示[2]，截至2018年底，中国社

会组织数量超过80万家。社会组织主要有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三大类，其中专注于生

态环保议题的社会组织占总体的3.7%，在3万家左

右。这些环保社会组织发挥着生态环境保护监督

者、推动者、倡导者的角色。

开展独立数据收集和分析，充当监督者角色

201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意见》

里明确了环境治理的具体指标[3]：到2020年全国

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以上；全国地表水Ⅰ至Ⅲ类

水体比例达到70%以上，劣Ⅴ类水体比例控制在5%

以内；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达到

70%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比2015年减

少15%以上，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减少10%以

上；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

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

比达到25%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以上。

从当前的形势看，实现2020年阶段性目标，任务

重，时间紧，要有效推进各项治理工作，保证治

作为“第三部门”

的社会组织在这场

攻坚战中也有着独

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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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果和进度，除了政府在其监管体系中对上述

目标的监测、追踪和发布之外，环保社会组织可

以广泛调动力量，开展数据收集和分析，对既定

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监督。

2018年“卫蓝侠—清水为邻”项目发布了

《从速决战到长治久清—黑臭水体治理第一阶

段之百河观察》报告[4]。该项目是由阿拉善SEE

基金会、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河流守

望者发展中心共同发起的，全国近30家环保组织

支持参与其中，紧扣《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

南》《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通过认领黑臭水

体，对黑臭水体进行调研，对治理后的效果组织

公众评议，形成调研报告的协作工作过程，促进

建立良性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的多方

对话机制，促进黑臭水体治理工作。《从速决战

到长治久清—黑臭水体治理第一阶段之百河观

察》报告调查的16个城市101条黑臭水体（包括

91条重点督办水体）中，有33个水体总体状态较

好，与官方公布的治理完成结果比较吻合；有1个

水体仍存在较为明显的黑臭问题，与官方公布的

结果差异较大；余下的50个水体多数已有改善，

但在颜色、气味、垃圾、污水入河四个方面仍有

不足之处。

在这一案例中，全国各地参与其中的社会组

织超过30家，参与者不仅限于社会组织的工作人

员，还动员了很多志愿者。他们参与的工作包括

提供数据、对官方数据进行核实和校验等，一方

面从第三方的角度对政府的数据收集工作进行了

监督，另一方面也因其动员公众和媒体，形成了

强大的舆论氛围而起到了倒逼城市加快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政府牵头

的市政建设的短板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推动

者角色

《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第五十八条

明确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5]，标志着环保组织提起环

境公益诉讼有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明确的法律出台后，全国各地多家社会组

织都把公益诉讼列为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以环境

公益诉讼领域的先行者—自然之友为例，截至

2018年底，该机构共提起公益诉讼40起，其中立

案34起，涉及水、大气、土壤污染的就有22起之

多。在2017年世界环境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

法院发布消息称，其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10件，其中2015年受理1件，2016年受理9件，社

> 通过活泼有趣的文体活动，能让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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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作为原告起诉的有8件[6]。由此可见社会组

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以下

结合具体案例做简单归纳。

促进对破坏环境成本谁来承担的理性探讨

2016年春，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数百名学生体

检查出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

白细胞减少等症状。学校附近正在进行土壤修复

施工的“毒地”成为学生家长怀疑的对象，因为

此地曾先后被三家化工企业使用。该问题经由媒

体曝光后，社会组织迅速跟进。同年4月29日，自

然之友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对造成污染的三家化工企业提起公益诉讼,要求三

家公司承担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环境修复费用3.7

亿元，向公众赔礼道歉，承担原告因本诉讼支出

的相关费用。

该案审理过程峰回路转。2017年1月25日一审

判决，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

求，并判令两原告共同负担1891800元的案件受理

费。原告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结果推翻了一审结果，判令被告就其污

染行为向社会道歉，并承担原告为本案诉讼支付

的律师费和差旅费，但是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

请求。尽管这场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没有完全胜

出，但通过这场持续近两年、赢得社会广泛关注

的诉讼，不仅促进了社会对“破坏环境是有成本

的”这个理念形成共识，也推动了在社会治理框

架内有章可循地辨明“破坏环境的成本谁来承

担”这个问题的答案。

日前浙江省首例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

讼案件审理结果恰恰印证了上述结论：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判处相关侵权企业支付环境修复等费

用3000余万元[7]。

推动企业提供更加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或服务

2017年9月1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

理了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起诉百度外卖（北

京小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美团（北京三快科

技有限公司）、饿了么（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三家外卖平台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

原告认为被告外卖订餐平台上存在经营模式缺

陷，未向用户提供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的选项，

致使用户在直接点餐的情况下系统会默认为其配

送一次性餐具，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8]。这

一诉讼理由的本质是社会组织通过公益诉讼的手

段促进企业采取更加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和服务。

目前该案的审理结果还没有披露，但是在美团外

卖的付款页面上已经悄然添加了“餐具数量”的

选项，并用明显的绿色字体标记提示“选无需餐

具，助力环保”。

发挥各自特长，做环保行动的倡导者

社会组织在环保领域开展工作的优势之一

是社会组织的多样性，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开展

的项目既可以百花齐放，又可以合纵连横形成

合力。

组团倡导，促进有效经验的广泛分享

连续开展了28年的节能宣传周，在2018年

的主题是“节能降耗，保卫蓝天”。节能宣传周

期间的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14

部门联合组织，全国上下积极响应，各部门组织

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其中，在北

京举办的“绿色节能经验分享”研讨会成为亮点

之一。这场活动是在国家节能中心的指导下，由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联合瑞士top10节能中心、碳

阻迹、创绿研究院、世界自然基金会、德国国际

合作机构、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中华环保联合

会、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落基山研究

所、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等13家中外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社会组织举

办，并在会议当天发起成立了“绿色节能联合”

平台。

在此次宣传活动中，来自会议主办方的代表

分享了在中国不同地区，通过联合企业、开展研

究项目等手段在工业、建筑、交通、制冷、绿色

供应链、能源管理等层面开展的“节能降耗，保

卫蓝天”项目的具体做法和经验。比如在工业节

能方面，苏州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朱倍芳介

绍了当地支持中小企业可持续能源管理体系建设

的工作；在交通节能方面，世界银行高级交通专

家谈桦介绍了世界银行的中国交通知识传播平台

（TransFORM），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可持

续交通项目经理李静竹介绍了多式联运如何助力

交通节能减排，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iCET）清

社会组织在环保领

域开展工作的优势

之一是社会组织的

多样性，大大小小

的社会组织开展的

项目既可以百花齐

放，又可以合纵连

横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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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交通项目高级经理康利平则介绍了他们的中国

绿车榜项目。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搭建平台，将

诸多组织在项目层面的实际操作经验进行更广泛

地分享和传播，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政策

和措施落在实处的有益尝试。类似的平台机构还

有很多，如绿色低碳发展智库伙伴、清洁交通伙

伴关系、清洁空气联盟等。

通过文体活动，让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2017年8月4日，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与国际

环保组织野生救援（Wild Aid）在北京三里屯太

古里红馆联合举行“蔬食，我的新挑食主义”发

布会。会上发布了由黄轩、杨颖和黄磊三位野生

救援蔬食项目公益大使担任主演的公益广告和平

面海报。此后的一段时间，三位文艺界人士代言

的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海报在北京的地铁里

成为一道清新的风景，潜移默化地向公众灌输了

“通过简单的行动，让身体和环境都保持健康”

的理念[9]。

2019年1月8日，抚仙湖万科新年马拉松举

办，这是一场近2000名参赛者参与的大型赛事，

与其他马拉松比赛不同的是组委会携手“自然之

友”将垃圾分类、物资减量和回收等环保理念融

入了比赛，举办了一场零废弃赛事。赛事共招募

了118名“零废弃领跑者”，自带折叠杯，并承诺

全程不使用纸杯。在起终点位置，30名环保志愿

者设立了54个分类垃圾桶，对现场垃圾进行分类

回收[10]。

采用当下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爱护自然、

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变成一种生活时尚，能让生

态环境保护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充满创造力的

环保社会组织恰恰是这些创造性的传播和公众倡

导活动的重要推动者。

结语

本文通过案例总结分析了环保社会组织参与

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典型方式和工作，环保社会

组织在公众教育和公众参与活动中因其独有的创

造性、灵活性、亲民性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渗

透力，在推动公众意识提升和促进行为改变上是

政府主导的活动的必要补充。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离不开全社会各种力

量的参与。发挥好3万家环保社会组织在污染防治

中的监督、推动、倡导作用，是实现“污染防治

攻坚战”在2020年取得阶段性胜利的目标的重要

内容。社会组织要继续走在“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最前线，为保卫蓝天碧水贡献自己的力量，

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瞭望哨”和“加

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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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3万家环保

社会组织在污染

防治中的监督、推

动、倡导作用，是

实现“污染防治攻

坚战”在2020年

取得阶段性胜利的

目标的重要内容。

（作者系绿色创新发展中心运营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