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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蓝皮书：中国生态治理发展报告（2020~2021）》发布

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治理主动性逐渐提升
� � 2021 年 3 月 16 日，中国林
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与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生态治
理蓝皮书：中国生态治理发展报
告（2020~2021）》。

《生态治理蓝皮书 ：中国生
态治理发展报告 （2020~2021）》
基于水环境效益、生态可持续能
力、经济效益三个维度构建生态
治理评价指数，对 2010～2018 年
中国长江 、黄河、淮河三大流域
的生态环境治理进行评价。

社会公众发挥的作用逐渐
提升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社会
公众在生态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提升，主要体现在参与生态治理
的意愿增强、参与的渠道逐步拓
宽两个方面。

第一，公众是生态治理的中
坚力量，公众的治理理念影响着
其参与生态治理的行为。随着党
和国家提出一系列生态价值观，
公众绿色、节约、环保的价值观
念逐步建立，公众参与生态治理
的意愿增强，逐步认识到生态治
理中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合

作的重要性，强调自上而下的管
理，也意识到自下而上参与的必
要性。

第二，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
扩大、 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民
众对政府部门的影响力逐步增
强。民众可以直接向政府发出声
音，在政府立法、行政决策过程
中发表意见和建议，对行政决策
执行情况进行评价、评议，通过
投诉、举报、信访、诉讼等多种方
式进行监督，实现了公众对生态
治理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
程参与。以公众参与城市生态环
境治理行政决策为例， 目前，越
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主动要求参
加行政机关组织召开的听证会、
论证会和座谈会等决策程序，在
会议上发表意见、 表达观点，对
行政决策进行评价、评议，行使
监督政策执行的权利，及时反馈
政策实施成效，以便于行政机关
吸纳改进。

生态治理监督问责机制基
本形成

蓝皮书指出，我国生态治理
监督问责机制基本形成。

第一，生态环境监督和管理
日趋严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从 2015 年底开始试点，2017
年实现了所有省份的全覆盖。第
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
“回头看” 累计解决人民群众反
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超 15 万
件，罚款数额达 24.6 亿元，行政
和刑事拘留 2264 人； 第二轮第
一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群
众举报问题约 1.89 万件， 办结
突出环境问题 1.2 万余件，有力
地推动了建立健全强化污染源
监管的长效机制。

第二，全国的生态信息反馈
网和监督网基本建成，构建了从
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的全
面生态环境监督体系。

第三，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
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初步建立。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印发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试点方案的通知》后，内蒙古、
浙江、湖南、贵州、陕西、青海、江
苏等多地逐步开展了编制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工作；根据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的要求，2017 年， 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规定》， 进一步明确
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责任追
究、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等制度，增强了政府、企业、社会
和个人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感
与执行力。

东部地区生态治理指数高
于西部地区

《中国生态治理发展报告
（2019～2020）》基于水环境、空气
环境、污染处理、绿化环境、居民
生活 5 个维度共 20 个指标对中
国的生态治理进行了评价。生态
治理蓝皮书课题组采用类似的
方法对 2018 年中国的生态治理
进行评价，并与 2010～2017 年评
价结果进行对比。

2018 年， 生态治理指数最
高的 5 个省（区）分别为：浙江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广
东省、湖南省；生态治理指数最
低的 5 个省（区）分别为：西藏自
治区、青海省、山西省、内蒙古自
治区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与
2010～2017 年相比，仍然是东部
地区较高，西部地区较低。

2018 年， 空气环境指数最

高的 5 个省（区、市）是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海市、浙江
省、河北省；最低的 5 个省（区）
是湖南省、青海省、四川省、西藏
自治区、贵州省。 与 2010～2017
年相比，仍然是东部地区较高。

2018 年， 污染处理指数最
高的 5 个省（市）是江苏省、上海
市、浙江省、河北省、安徽省；最
低的 5 个省（区）是内蒙古自治
区、福建省、青海省、山西省、西
藏自治区。 与 2010～2017 年相
比，仍然是西部地区较低。

2018 年， 绿化环境指数最
高的 5 个省（区）是福建省、江西
省、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
南省；最低的 5 个省（区）是福建
省、江西省、浙江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海南省。 与 2010～2017 年
相比，东北地区有所下降。

2018 年， 居民生活指数最
高的 5 个省（区）是四川省、广西
壮族自治区、河南省、湖北省、山
东省；最低的 5 个省（区）是宁夏
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吉林省、黑
龙江省、西藏自治区。 与 2010～
2017 年相比， 仍然是东北和西
部地区最低。

（王勇/整理）

让每一份善良都散发光芒！ 阿里天天正能量发布 2020 年度公益报告

数据印证
“90 后真的长大了”

报告显示，截止 2021 年 3
月 10 日，天天正能量上线 8 年
来总投入公益金 8200 多万元，
奖励中外获奖者 9000 余人。而
在疫情肆虐的 2020 年，天天正
能量发放的特别奖数量暴增
50%， 在年初疫情最严峻时期
特设的“战疫英雄奖”，短短一
个多月奖励了 130 多组突出个
人和团体。其中 80 后获奖者比
例 38.3%， 发挥着抗疫中流砥

柱的作用；紧随其后的是 70 后
与 90 后，两者旗鼓相当，占比
分别达 23.4%、21.3%。“90 后真
的长大了” 这句疫情期间曾被
无数人感叹的话， 得到了数据
的印证。

而从 2020全年获奖者数据
来看，年轻一代在肩负社会责任
方面，也丝毫不逊色于他们的父
辈。 其中 2020年 90后获奖者占
比已达 19.37%，追平 70后；另外
00后的成长也不容忽视，全年获
奖比例占比已超过 10%，距离60
后仅一步之遥。

在获奖者身份方面，学
生、医务工作者、司机、农民及
进城务工群体、外卖及快递从
业者， 成为 2020 年最具正能
量的五大群体。 学生代表着未
来，医务工作者代表着这个时
代的良心，司机、农民、外卖小
哥等代表的是这个社会平凡

的大多数人。 这个世界会好
吗？ 2020，他们用行动给出了
最有力的回答。

另外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
群体，是退伍军人。 2020 年，总
计有 130 多位正能量获奖者在
自我介绍时都提到了“退伍军
人”四个字。 他们分散在警察、
司机、 保安、 快递员等各行各
业， 无论是在抗疫战场还是日
常生活，都把“非我莫属”、“永
不褪色” 的军人精神演绎得淋
漓尽致。

山东首次登顶
年度正能量省份

《2020 年度公益报告》显
示，2020 全年， 山东省累计获
得正能量奖励 73 次，力压前两
期的榜首湖北和浙江， 首次登
顶“年度十大正能量省份”。 河

南、四川、江苏、湖南、辽宁、河
北、 陕西 7 省在过去一年里也
表现不俗，跻身前十。

2020年，是齐鲁大地正能量
“集体爆棚” 的一年， 在援鄂抗
疫、挺身救人、助老扶弱等各个
方面，都涌现出了许多感人至深
的案例，其中援鄂抗疫的“出力
哥”李保民、救人被砸重伤的“平
度大哥”宋玉武，还成功当选了
2020年度正能量人物。

而在 8 年正能量省份总
榜， 河南凭借多年稳定的正能
量输出，继续稳居榜首，紧随其
后的依次是浙江、山东、湖北、
四川、江苏、辽宁、陕西、黑龙
江、湖南。

在年度正能量城市榜单
上，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
最深的武汉，以年度 43 次获奖
继续位居十大正能量城市之
首，随后依次是杭州、西安、长
沙、重庆、济南、沈阳、北京、成
都、兰州。 其中，长沙为今年首
次进入前十，武汉、杭州、西安、
重庆、沈阳均为连续 4 年入选。

2020 年，随着正能量传播
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正能量的
热度正在向社会的纵深处蔓
延；正能量的奖励触角，也从省
会大都市进一步下沉到更多县
市，其中浙江台州临海市、河南
新乡卫辉市、山东日照莒县，成
为全国获奖人数最多的 3 个县
级行政区。

“0 薪酬”创造“大能量”

2019 年 9 月，为让好事行
达千里，让好人更有力量，天天
正能量在全国招募了 200 多位
正能量合伙人。 一年来，这 200
多位“0 薪酬”的正能量合伙人
做了什么？天天正能量在《2020
年度正能量报告》 中也进行了
首次披露———

报告显示， 在刻骨铭心的
2020 年，这 200 多位正能量合
伙人总计参与了 66 期正能量
评选，投出近万张评委选票，将
230 多位平凡好人送上了正能
量的领奖台， 代表天天正能量
为其中近百位获奖者颁发了荣
誉证书， 见证了他们的荣耀时
刻， 也让他们平凡善举被更多
人看见并传递。

此外，他们还深度参与了天
天正能量发起的“共圆英雄梦”

“你戴口罩的样子真美”“益起过
中秋”“针心针意”“乐山乐水”“我
给妈妈化个妆”“2021，让幸福来
敲门”等公益活动，和天天正能
量及其合作媒体一起，助力近百
位“战疫英雄”圆梦，向近万名抗
疫一线的先进个体表达了敬意，
为近万名留守儿童送上了关爱
……在全民抗疫期间，还有超过
50%的正能量合伙人自发扛起民
间公益大旗，通过各种方式投身
到抗疫行动中去。 （张雪弢）

“让每一份善良都散
发光芒。 ”3 月 28 日，

由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主
办的 2021 媒体公益与社会
责任研讨会暨 2020 年度正
能量人物颁奖典礼在杭州
举行 ，会上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发布了《2020 年度公益
报告》，从世道人心变化的角
度，对极不平凡的 2020 年进
行了数据化的解读。

这是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连续第 4 年发布的年度公
益报告 。 和往年不同 ，2020
年是疫情肆虐之年 ，是民生
多艰之年，但也是华夏儿女
同舟共济之年 ，是人性闪光
之年 ，是平凡人正能量爆棚
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