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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８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监管进行了部门划分ꎬ但由于生态
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ꎬ在涉及生态保护修复具体工作时ꎬ依然面临着生态监管的职能边界不清晰、制度体系
不健全等问题.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ꎬ借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 ＩＰＢＥＳ) 概念框架ꎬ明晰了新
时期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监管职能的内涵ꎬ即从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角度ꎬ通过监测、评估、监督、执法和考核等手段ꎬ对有
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所开展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进行行政监督和执法. 解析了生态环境部门与自然资源部门( 包括国家林草部
门) 在生态保护修复领域的职责关系ꎬ主要包括三方面: ①二者分别通过间接与直接途径实现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和产品供给提
升的目标. ②二者定位分别是外部“ 专职” 监管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内部监督. ③二者监督对象分别是督政与督事. 针对
新时期生态监管制度体系的构建ꎬ建议健全生态保护防控制度、建立“１＋Ｎ” 生态监测制度、构建生态评估及预警制度、健全生态
保护执法制度、完善考核督察问责制度、健全公众参与监督制度和构建生态监管保障制度等ꎬ以进一步提升生态监管效能ꎬ推动
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提升ꎬ从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态产品.
关键词: 生态监管ꎻ 职能解析ꎻ 制度体系
中图分类号: Ｘ３２
文献标志码: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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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ＭＥ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ｈａｌ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ꎬ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ꎬ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ꎬ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ꎬ ｔｈａｔ ｉ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ｗａｙ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ｏｎｅ ｉｓ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ｏｎｅ. (３) Ｏｎ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ｉｒｄｌｙꎬ ｓｅｖｅ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ａｄｖｉ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ꎻ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４￣１７

修订日期: ２０１９￣０６￣０３

作者简介: 刘伟玮(１９８９￣) ꎬ男ꎬ安徽庐江人ꎬ助理研究员ꎬ博士ꎬ主要从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监管体制、保护成效评估等方面研
究ꎬｌｉｕｗｗ＠ ｃｒａｅｓ.ｏｒｇ.ｃｎ.

∗责任作者ꎬ朱彦鹏(１９８３￣) ꎬ男ꎬ辽宁台安人ꎬ高级工程师ꎬ博士ꎬ主要从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研究ꎬ
ｚｈｕｙｐ＠ ｃｒａｅｓ.ｏｒｇ.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Ｎｏ.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２４０６)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Ｎｏ.２０１７ＹＦＣ１５０２４０６)

１２６０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第 ３２ 卷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 １ ＋ 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ꎻ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ꎻ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ꎻ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ꎻ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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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ꎻ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ꎻ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机构改革以前ꎬ我国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最突出的
问题就是在行政机构的职能划分、职权运行、职责配

何? ②实现“ 山水林田湖草”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
合治理的职能目前在自然资源部门ꎬ而生态环境部门

置等方面条块分割严重. 在实际管理中ꎬ自然生态保

一直以来也承担着这类职能ꎬ这两个部门的职能如何

护包括了自然资源开发监管、生态保护与修复、生物

分工?

多样性保护等领域ꎬ涉及国土、农业、水利、海洋、林业

１ ２

等多个部门

[１￣２]

. 为解决多头管理的体制机制问题ꎬ

制度体系不健全
机构改革实施以来ꎬ生态保护和监管的行政管理

２０１８ 年中 共 中 央 印 发 « 深 化 党 和 国 家 机 构 改 革 方

体制已经明确ꎬ然而其具体职能的转变明确还是一个

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职责ꎬ生态环境部门统一行使生态

在法律法规方面ꎬ生态保护和监管的相关法律法

环境的监管者职责. 机构改革实施以来ꎬ生态环境部

规体系尚未建立ꎬ已有的法规尚未修订ꎬ严重影响了

门在大气、水、土壤等领域基本实现了各类污染排放

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生态保护和监管的效果. 如国家

统一监管ꎬ然而在自然生态保护领域ꎬ由于自然生态

层面尚未建立一部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基本法ꎬ生态

系统及其生态过程的复杂性ꎬ依然面临着生态监管的

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国家重要保护区域也缺少顶

案»

[３]

ꎬ明确了自然资源部门统一行使自然资源资产

职能边界不清晰、制度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该文在分析现阶段生态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的

逐步推进协调的过程ꎬ制度体系还不健全.

层法律予以规范ꎬ« 自然保护区条例» « 风景名胜区条
例» 也亟待修订.

在具体制度层面ꎬ围绕生态监管的具体工作ꎬ主

基础上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４]

为指

要包括监测、评估、监督、执法、考核等ꎬ相关的政策标

引ꎬ阐明了新时期生态监管的内涵ꎬ解析了相关部门

准规范尚未建立健全. 如以监管部门监测为例ꎬ生态

在生态保护修复职能领域的关系ꎬ并提出了构建新时

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监测的主体、程序、内容、方法、

期生态监管制度体系的建议ꎬ以期为生态监管提供重

对象等都需要尽快明确ꎬ并建立监测制度.

记在全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大 会 上 的 讲 话 精 神

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１

新时期生态监管面临的问题

保护ꎬ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的统一监管ꎬ实现统一政策
规划标准制定ꎬ统一监测评估ꎬ统一监督执法ꎬ统一督
察问责

. 然而ꎬ相较于环境监管ꎬ生态监管作为整

合后的一项新的职能ꎬ主要面临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１ １

职能边界不清晰
根据«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部门“ 三定” 方案

[６￣８]

新时期生态监管的职能解析
笔者系统梳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以来学术

新时期生态环境监管旨在贯通污染防治和生态

[４￣５]

２

界在生态保护监管领域的新认识 [１０￣１４] ꎬ以及中共中
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文件 [６￣８ꎬ１５￣１６] . 基于此ꎬ笔者
认为新时期生态监管的内涵是指从维护国家和区域
生态安全的角度ꎬ通过监测、评估、监督、执法和考核
等手段ꎬ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所开展的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进行行政监督和执法. 生态监管内容应当包

[３]

和国务院

ꎬ自然资源部门承担自然资源资

括制定监管制度标准、监督规划和审批等日常管理工
作的合法合规性、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

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职责ꎬ生态环境部门承担生态环

务功能等生态状况与保护成效ꎬ以及重大生态环境破

境的监管者职责ꎬ这就从行政管理体制上对相关部门

坏事件的执法.

的职能进行了划分. 然而ꎬ由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

借鉴全球广泛应用的 ＩＰＢＥＳ(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都属于生态要素ꎬ生态保护修复的管理和监管还存在

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概念框架 [１７] ꎬ笔者

管部门是否都需要对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进行

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 包括国家林草部门) 都属

边界不清晰的问题 [９] : ①以评估为例ꎬ管理部门和监
评估? 如果都需要ꎬ那么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如

凝练提出生态保护和监管框架( 见图 １) ꎬ其中ꎬ生态
于生态保护修复的“ 制度和治理等间接驱动因素”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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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改自 ＩＰＢＥＳ 概念框架 [１７] .

图１

生态保护和监管框架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即通过制度、规划等措施对人为驱动因素进行管控ꎬ

效是否达到预期ꎬ间接促进自然保护地管理.

ｂ) 同为监督ꎬ定位不同. 国家林草部门“ 三定”

间接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和修复ꎬ最终促进生态
系统服务提升和生态产品供给ꎻ同时ꎬ通过评估反馈

方案明确承担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以及野生

机制对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进行调控.

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地的“ 监督管理” 职责ꎬ属于确保

根据国务院部门“ 三定” 方案

[１４￣１６]

:生态环境部

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顺利实施所涉及的中央与地方、上

门统一行使生态监管职责ꎬ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

级与下级之间的内部监督ꎻ 而生态环境部门对生态

保护修复工作ꎬ包括全国生态状况评估、生物安全管

保护修复的监督ꎬ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监督一样ꎬ

理以及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等工作ꎬ是生

属于外部监督ꎬ是“ 专职” 的ꎬ统筹协调各种外部监督.

态保护修复的“ 监督者” ꎻ 自然资源部门统一行使生

如生态环境部负责组织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ꎬ

态保护修复职责ꎬ负责统筹整个国土空间的自然生态

针对媒体曝光、群众举报等渠道发现的生态环境问

保护修复ꎬ包括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

题ꎬ对地方党委、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中

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海洋生态、海域海岸线和海岛

央企业进行督察.

者” ꎻ 国家林草部门由自然资源部门管理ꎬ具体负责

指导生态保护修复ꎬ主要抓具体工作的落实ꎬ查处滥

监督管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

砍滥伐、盗捕盗猎、侵占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等违

源开发利用和保护ꎬ组织生态保护和修复ꎬ开展造林

法行为ꎬ重点在一线督事ꎬ监督对象是地方政府和有

绿化工作ꎬ管理国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ꎬ是生态

关机构ꎬ也可以是企业或个人. 生态环境部门重点监

修复等工作ꎬ是生态保护修复的 “ 决策者” 兼 “ 执行

ｃ) 督事督政ꎬ对象不同. 国家林草部门负责组织

保护修复的“ 执行者” .

督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保护决策部署的落实

为进一步厘清自然资源部门( 包括国家林草部

情况ꎬ监督生态保护修复的合法合规性及保护成效ꎬ

门) 与生态环境部门在生态保护修复领域的关系ꎬ从

查处对重大生态破坏事件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ꎬ重点

以下三方面进行解析.

是督政ꎬ监督对象是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ꎬ 如“ 绿盾”

ａ) 目标一致ꎬ途径不同. 无论是自然资源部门还

行动就是生态环境部门通过监督检查自然保护区存

是生态环境部门ꎬ都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供给

在的重大生态破坏事件ꎬ对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地

优质生态产品为目标ꎬ但实现途径分为“ 直接” 和“ 间

方政府进行督政.

接” . 自然资源部门主要通过制度、规划等措施ꎬ直接

３

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作ꎬ作用于自然生态系统ꎬ提升

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统一监管ꎬ坚决守住生态保护

生态系统服务和供给生态产品. 而生态环境部门通

红线ꎬ是新时期生态环境部的重要职责. 在职能转变

过制度等措施ꎬ重点评估保护修复成效ꎬ反馈给“ 执

过渡阶段ꎬ亟待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ꎬ按照

护目标. 如国家林草部门负责自然保护地的日常监

念ꎬ构建“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 的全过程

行者” ꎬ指导并促进生态保护修复工作ꎬ间接实现保

构建生态监管制度体系的建议

“ 山水林田湖草”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监管理

督管理工作ꎬ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监督自然保护地生态

监管制度体系ꎬ创新监管方式ꎬ提升监管效能ꎬ推动提

保护目标是否实现、管理过程是否合法合规、管理成

升生态保护修复成效ꎬ从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

１２６２

环

境

科

的生态产品.

ａ) 健全生态保护防控制度. 从“ 源头” 加强规划

学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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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与自然资源综合执法的协同ꎬ发挥合力ꎬ并做好生
态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高效联动.

ｅ) 完善考核督察问责制度. 制定考核督察问责

和审批等日常管理工作的合法合规性监督ꎬ是生态监
管的重要内容. 建议生态保护规划编制要围绕生态

制度ꎬ充分体现生态监管的权威性和导向性. 建议在

系统产品和服务的提升来配置各项政策工具和手段ꎬ

政府生态文明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纳入或增加生态

并将其作为所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上位性规划ꎻ充

保护状况权重ꎬ突出生态保护绩效. 对造成生态系统

分发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前置性作用ꎬ以生态环境

和资源环境受到损害的政府和有关责任人员ꎬ按照

质量改善和风险可接受水平为基本准则ꎬ科学判断和
预测其生态影响及实施的生态可行性. 此外ꎬ在重大

«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

等法律法规严肃追究责任ꎬ构成犯罪的要移交司法监

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监管的决策过程中ꎬ生态环境部

察部门处理ꎻ同时ꎬ要结合中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门应发挥关键性作用ꎬ如在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

察工作机制ꎬ对区域生态保护不力的责任人和责任单

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评审前ꎬ应上报生态环境部门对其

位进行问责ꎬ强化地方政府和管理机构的主体责任.

ｆ) 健全公众参与监督制度. 提升全民生态监督

合规性进行审核ꎬ审核通过后再由国家林草部门组织
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ｂ) 建立“１ ＋Ｎ” 生态监测制度. 监测是生态环境

意识、发挥公众监督作用是生态保护的重要手段. 生

管理和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ꎬ是评价考核生态环境保

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ꎬ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

护成效的重要依据. 目前生态监测职责分散于各相

权ꎬ完善公众权益保障机制. 建议建立健全生态环境

关部门ꎬ且生态保护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均需要生态

质量公告制度ꎬ构建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平台ꎬ向社

监测数据的支撑ꎬ为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性与一致性
以及避免重复建设ꎬ建议建立“１ ＋Ｎ” 生态环境监测制

会公众统一发布生态环境综合性报告和重大生态环

度ꎬ即由生态环境部门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测的标准

态环境部门应充分发挥生态监管的组织引领作用ꎬ建

境信息ꎻ建立举报制度ꎬ通过信息化平台等多种渠道ꎬ
接受社会公众等各利益相关方的生态问题举报线索.

ｇ) 构建生态监管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

和技术规范ꎬ资源、林草、水利、农牧、气象、中国科学
院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对相关要素进行监测ꎬ共享到生

和监管的法律体系ꎬ生态环境部门应积极协调相关部

态环境大数据平台ꎬ服务于政府管理和监管工作.

门开展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基本法立法工作ꎻ同时ꎬ

ｃ) 构建生态评估及预警制度. 评估是生态监管

在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的重要手段之一ꎬ应注重对生态保护修复成效的评

方面ꎬ加快制定生态监管的规章条例ꎬ确保生态监管

价ꎬ从而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产品供给的提升.

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 此外ꎬ作为生态监管的政府主

建议制定定期与个案评估制度ꎬ对全国范围实行 １０

年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 ５ 年的定期评估制度ꎬ全面

体ꎬ生态环境部门应积极制定生态监管配套政策、创
新科技监管技术能力、加强监管人才能力建设ꎬ优化

系统掌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变化情

提升资金利用效率ꎬ充分发挥政策、技术、人才、资金

况ꎬ预测预警生态风险ꎬ建立健全生态风险应急响应

对于生态监管的保障作用.

制度ꎻ对热点问题和重大生态破坏事件ꎬ建立科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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