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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环境资源问题的对策思想研究

Study o n the stra tegy a nd tho ught o f curren t enviro nm ent

a nd re so urce s issue s in China

常纪文　蔡守秋 (国家环保局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武汉, 430072)

摘要　我国目前环境资源问题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令人担忧, 笔者结合我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从政府行

为, 经济技术、市场、社会等方面对目前环境资源问题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提

出了全面规范化的环境资源管理思想和一些具体的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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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 c t 　A t p resen t, in Ch ina, the curren t sta tus and developm ent tendency of environm ent and re2
sources issues is unsatisfacto ry. Com bined w ith the Ch inese h isto ry and characterist ics includ2
ing governm ent behavio r、econom y and techn iques、m arket and society, the paper m ade an

overall discussion on the causes of the curren t environm ent and resources issues, and pu t fo r2
w ard the though t and som e counterm easures of environm ent and resources m anagem ent.

Ke y w o rds: e nv ironm e nt a nd re source　is sue　Law counte rm e a sure　m a na gem e nt

1　我国目前的环境资源问题概况
环境资源问题包括环境问题与资料问题

两个方面, 它是指由于自然界或人类的活动,

使环境质量、生态功能和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发

生不利于人类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危及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现象。综合有关资料, 笔者认为

当前中国的环境资源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 1　环境问题

主要包括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两大方面:

生态破坏主要是指由于开发利用生态系

统中的资源不当而导致该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或品质下降的现象。主要问题有: 资源开发过

度或不当导致森林、海洋、草原、湖泊与农田

等生态系统退化, 抗开发、利用与破坏的能力

下降, 适应与抵抗各种新情况尤其是自然灾害

的能力差; 生物的生存环境恶化, 多样性逐渐

减少, 食物网链的某些环节薄弱化趋势明显。

环境污染主要属于结构污染, 70% 来自工

业, 主要问题有: 各种污染局部有所控制, 整

体却呈恶化的趋势; 污染欠债多; 新源好于老

源, 发达地区好于落后地我; 第三产业 (如饮

食服务业) 产生的污染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污染由点到线、由点到面的趋势日益加强, 各

种污染的综合影响已初见端倪。

1. 2　资源问题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令世人瞩目, 但

自然资源的耗费量与经济的增长却呈指数型

的增加关系: 和 1953 年相比, 1985 年我国的

国民收入增长了 9. 6 倍, 而能源消耗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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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4 倍, 有色金属增长了 23 倍, 铁矿增加了

24 倍; 1990 年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情况

表明我国主要产品的单位能源消耗比发达国

家高出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九十, 能源利用率

仅达百分之三十左右。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发

展模式总体上仍呈“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

重污染”的局面, 这必然加剧我国资源的短缺

程度, 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

要因素。总的来说, 目前我国的不可再生资源

已处于相当紧张的供求状态, 可再生资源在短

时间内难以缓解需求过大的尖锐矛盾, 形势已

十分严峻。

2　造成我国目前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
原因分析

有问题必有原因, 造成我国目前环境资源

问题的原因既有自然原因又有人为原因, 本文

仅研究一些主要的人为原因。

2. 1　政府原因

环境问题之所以变成公共问题, 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调控不力、失误或失灵。

政府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政策失误　建国后我党在政策方面的失

误莫过于人口政策失误, 因为它给中国带来的

环境资源问题是全方位、深层次的, 其负面影

响难以在上百年之内完全消除, 人口问题是我

国目前经济发展、就业、教育、医疗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的总导火索。另外历史上的大炼钢运

动以及毁林毁草和围湖造田造成的环境资源

影响也是当代人及下几代人所必须面对的, 如

1998 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就与建国后二三

十年来四川的伐木政策和湖北、江西两省的围

湖造田政策有关。除了科学技术知识的时代局

限性外, 造成政策失误的主要原因是民主的参

与、评价、决策制度缺乏或难以落实。

重大工程决策失误或错误　由于缺乏周

密的调查研究与论证, 加上一些工程政治性

强, 属于领导工程, 一旦决策失算, 不仅不会

产生预期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使工程浪

费, 还会造成区域性或流域性的生态与资源危

机 (有时会是灾难性的) , 比如我国有一部分

水库和水电站目前因泥沙淤积或上游来水少

目前正面临报废的危险。

重复建设和经济结构、工业布局不合理　

一些地方领导为了发展本地的经济, 解决本地

的就业问题, 往往立足本地的市场追求小而全

的粗放性经济结构, 比如水泥是城乡建设的必

需品, 在目前我国扩大内需、改善城镇居民住

房条件的大好政策的刺激下, 一些县市纷纷建

立或恢复本地的小水泥厂, 由于经济基础差,

技术又不过关, 因此产品的质量竞争性也差,

为了追求价格上的优势以谋求所谓的经济效

益, 一些企业便不惜一切代价盲目地扩大生产

规模, 在这扭曲的竞争中大量的矿石和能源被

消费了, 大量的粉尘和其它污染物没经任何处

理或仅经过简单的处置就被排放掉了, 这些环

境与资源的外部不经济性比之生产者所得到

的收益不知要大多少倍。另外我国的工业企业

80% 集中在城市, 由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

年代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忽视了城市整体规划,

不少企业建在居民区、文教区或水源区, 加剧

了城市污染。在工业结构中, 重污染性的行业

所占的比重较大, 给城市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

担。

地方行政首长的任命与考核制度欠妥　

地方行政首长的任命和考察权在上级人大、政

府和党委, 其中的二个重要考核指标是就业率

和财政税收状况, 很少涉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环

境资源的外部不经济性, 即使有所涉及也把两

者割裂开来了。经济发展和环保从理论上讲是

统一的, 行政首长要想在其任期内建立经济与

环境的协调发展模式,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种发展模式的见效周期较长, 短期内无

法显示其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 加上这种模

式的建立会在一段时间内降低就业率, 减少地

方政税收入, 这是一些急功好利的上级领导所

不愿看到的的, 这对地方行政首长的政治前途

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对他们来说, 放弃环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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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 走以环境资源利益换取

经济增长的道路也就“很正常”了。另外, 行

政首长要想取得优良的政绩, 必须要得到该辖

区内广大公务员的支持与配合, 要想做到这一

点, 工资、奖金与福利的逐步提高是必不可少

的, 公务员阶层收入的提高必须要以工业效益

的提高为前提,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技术基础发

展普遍比较差的情况下, 要想走环境与经济持

续发展的道路以实现这个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最方便的作法是: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牺牲环境

与资源利益, 把环境与资源的外部不经济性以

环境资源欠帐的方式留给下一届政府。既然行

政首长的态度如此, 那么处于其领导之下的地

方环保行政执法机关一般也只能看其脸色行

事了, 因此即使中央规定了这个限期、那个

“倒计时”, 但往往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即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这是地方保护

主义与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

环境资源保护的教育与宣传有缺陷　表

现为学生的在校教育与劳动者的在职环境与

资源保护培训和教育普及程度较低、深度不

够, 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从幼儿园到大学、从

学生到劳动者的全过程环境与资源保护教育

体系; 宣传与教育投入的经费不足, 形式单一,

对农村居民、工厂领导者和职工的宣传工作有

待加强。

另外, 政府对依据法律法规应给予奖励或

政策性优惠的环境友好型行为和应给予鼓励

或支持的环保群众活动不予理睬或支持, 也会

挫伤广大企业和民众的环保积极性。

2. 2　经济、技术与市场原因

贫困与落后是环境资源保护的最大敌人,

环境资源保护的意识与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发

展的程度密切相关, 一般来说, 一国处于脱贫

阶段时, 生存意识占主导地位, 不可能产生较

强的环保意识;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人们开始

追求个人与家庭的物质消费的多样化, 而普遍

认为环境资源保护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情, 不愿

拿钱出来进行公共开支, 因此不可能在环境资

源保护方面有大的作为; 到了经济较为发达的

阶段, 人们的消费开始转向追求精神文明, 消

费开始从家庭走向户外, 公众参加公共活动尤

其是参与环境资源决策、监督企业与政府活动

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也愿意出资来改善环境与

资源的质量。我国正处在上述三个阶段中的第

二个阶段, 经济、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

小 (比如我国现在连达标排放和工艺、设备的

淘汰制度都很难全部做到, 因此就谈不上西方

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的以最佳适用技术为基础

的全面清洁生产制度) , 加上环境资源历史欠

债严重, 因此在今后还面临发展且人口压力仍

在不断增大的一段时间, 不可能指望环境资源

状况能有一个相当的起色。但是我们也不能悲

观失望、丧失信心, 必须积极地采取相应的预

防、治理和恢复措施, 以防问题进一步恶化。

1996 年以来我国共关闭了 7 万多家污染严重

的“十五小”企业, 这充分地说明了我国政府

的决心。

由于我国缺乏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

制, 对环境资源的产权 (如开采、使用、收益

和监管权) 关系缺乏明确的划分, 导致了各市

场法律关系的主体滥用管理权、争夺使用或收

益权的现象 (如地方与地方之间、集体、个人

与国家之间、地方与国家企业之间相互争夺资

源的开采与收益权) ; 另外从本质上讲, 企业

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 往往把内部成本外部

化, 它们是不愿考虑自己造成的环境资源的外

部不经济性的, 加上我国的排污费一般低于治

理费用, 生态补偿费用低于恢复费用, 因此企

业往往在两害之中取其轻, 偏向于支付排污费

或生态补偿费, 这也是我国环境与资源状况长

期没有明显改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2. 3　法律原因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环境资源法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

系, 但是一些处于同一层次或不同层次的法

律、法规和规章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较多, 协

调性有待增强。

环境与资源立法往往具有滞后性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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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特点, 预测性不强, 无法解决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森林、湖泊、草原

等自然资源的使用者凭借其物权的排它性怠

于管理或放任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或质量下降

的现象 (如大片林木的所有人放任病虫害蔓延

而致森林生态系统退化以及农村承包经营户

历年来重用轻养的现象)。

立法过程的民主化有待加强, 法律草案的

意见征求工作实际宣传面不大, 占我国人口绝

大多数的农村公民参与程度低; 另外我国宪法

和有关的环境法律法规对公民的环境资源权
(如公民知情权与决策参与权)规定得很笼统,

不明确, 实际操作性不强。

有些法律法规尤其是部门性规章和地方

性法规的法律责任规定含糊, 往往以“追究相

关责任人的责任”或“追究主管领导的责任”

概之, 至于依什么法、追究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则不明确, 造成了法律责任的虚化。

一些法律法规的条文的规定不科学,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4 条规定

的各级人民政府的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督管

理”职权与其它职能部门“协同监督管理”职

权如何明确区分的问题, 法律未作明确的具体

的细分, 在实践中也就导致了部门之间相互推

诿或相互争夺职权的现象。另外环境法律法规

规定的一些具体措施 (如总量控制制度) 只能

体现控制环境质量的目的而不能体现改善环

境质量的目的, 这显然与我国宪法的原则规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

的立法目的不符。

2. 4　社会原因　主要表现为:

生活与消费模式的误导　1992 年的《里

约宣言》就多次强调各国应调整本国的生活与

消费习惯, 形成环境友好型的生活与消费模

式。我国的经济水平虽然比不上西方发达国

家, 但是西方的一些对环境资源有害的消费模

式却正日益影响着我国广大的消费者, 比如一

次性竹、木筷和废弃后难以在环境中降解的一

次性塑料杯、餐具仍在广大城镇流行。

风俗习惯原因　一些落后的传统民俗对

环境资源不利 (如喜食鸟兽的民族因其长期捕

食某一种或几种鸟兽而使它们灭绝或处于濒

临灭绝的状态) , 但是一些新民俗 (如寄贺

卡) 也未必对环境资源有利, 比如生产 4000 张

贺卡就等于砍掉了一颗参天大树。

3　当前我国环境资源问题的法律对策
思想

找到了产生问题的原因, 我们应对症下

药, 积极探讨各种具体的防治对策, 防治对策

的研究制订必须要符合“吸收国内外的先进作

法与经验, 技术上可得, 经济上可行, 既体现

改革与超前的精神, 又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

既有利于环境资源问题的全面解决, 又有利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原则。世界各国
(包括我国) 环境资源保护战略思想大致经历

了“从单纯的末端治理一综合管理、控制污染,

预防和治理相结合, 以治为主一全面管理, 以

防为主, 目前的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推行清

洁生产”的发展演变过程。笔者认为, 和依法

治国一样, 依法防治环境资源问题的对策体系

也应是全方位的, 必须树立“全面规范化的环

境资源管理”思想。还应对环境法律法规和环

境政策的制定、重大工程决策的作出、环境司

法与行政执法过程等实行全面的规范, 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实现依法解决环境资源问题的目

标。笔者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来阐述这个对策

思想, 以供参考。

3. 1　进一步规范法律法规、政策和重大工程

决策的制订过程

建立与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或论证制度和

一般的具体的建设或开发活动相比, 法律法

规、政策和重大工程对环境资源的影响面更

广, 影响层次更深, 生态、经济与社会的风险

更大, 因此在制订之前进行全面的、严格的环

境影响评价或论证是必要的。《21 世纪议程》

针对这一点就强调“确保在各级决策和所有部

门中将经济、社会、环境考虑结合起来”,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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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为了有效地将环境和发展纳入 (in tegra t)

每个国家的政策和实践中, 必须发展和执行综

合的 ( in tegra ted)、可实施的和有效的法律法

规, 这些法律和法规是以周全的社会、生态、

经济和科学原则为基础的”。我国政府应尽早

落实这项制度, 以顺应历史的潮流。另外为了

保证论证的公正性与科学性, 防止各种外界力

量的干扰, 对评价或论证部门的法律地位、评

价或论证人员的资历 (如专业、学历、工作经

历等) 和任免条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

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实际可行的公众意

见征求制度　由于一些地区较为偏僻, 居民看

不到报刊或电视的情况也很多, 加上广大农村

与部分城镇居民的文化素质不是很高, 整日忙

于生计, 一般不知道也很难参与各种草案意见

征求工作, 因此参与面不广 (参与人数少, 参

与者大多数为知识分子、专家和在相关领域工

作的人士) , 有必要采取得力措施来完善这项

工作 (如在农村可以采取召开村民大会的形式

边宣传法律边征求意见)。另外草案修订后有

必要再次征求公众意见, 尽量使法律最大可能

地反映最大多数的利益和愿望。

建立与完善责任追究制　我国目前已经

在司法与执法领域建立了错案追究制, 笔者认

为对于非法操纵或干涉环境影响评价或论证

工作,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评价或论证结论

错误、操纵立法或政策的制定、作出错误决策

的有关人员, 要依法追究其行政和刑事责任,

而不管其地位多高、资格多老。这样可以防止

某些领导和决策人员的个人偏好或看法给国

家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态与资源损害。

3. 2　建立与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

适应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

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清理、编纂现有

各项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及规章, 该废除的废

除, 该吸收的吸收, 该修订的修订, 该补充的

补充, 力争形成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多层次、内容丰富且相互协调的环境资源

法体系。

明确公民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各项基

本权利和义务。在我国各项环境与资源法律法

规中对公民环境资源权规定得较多的当数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因为前者的第 13 条第

4 款和后者的第 13 条第 3 款规定了“⋯环境

影响报告书中, 应当有该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

和居民的意见”, 至于谁去征求意见, 征求哪

些方面的意见, 征求程序如何, 意见征求人弄

虚作假应负什么样的责任等问题均有待明确

与完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的人民享有的各项权益 (包括环境资源权益)

的内容必将越来越丰富, 保障措施也必将越来

越具体, 在宪法中明确宣告并在其它相关环境

资源法中具体落实公民的环境资源权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 我们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 尽早

建立起公民的环境资源权利义务体系。

扩大行政诉讼的原告范围与受案范围, 建

立环境行政诉讼的资助制度　用司法审判来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现代各国法治的成

功经验, 一般说来, 原告资格与司法审查范围

越大, 则表示该国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法律权利

得到了越完备的保护,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

规定: 原告必须是与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只有在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行

政诉讼受案范围时才能受到司法审查)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因此范

围比较狭窄, 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公民

诉讼制度, 适当扩大原告范围与受案范围, 即

规定只要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某

些抽象行政行为 (如修筑水库、在某些保护区

域进行开发等行政决策)侵犯或影响其权利的

人就可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另外诉讼费用的

支付也要采取有利于原告的政策, 即使原告完

全败诉, 也可判令被告承担部分诉讼费用, 这

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进一步监督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遏制行政腐败现象蔓延的作

用。有人担心这种作法会导致行政机关的诉

累, 影响其正常运转, 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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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 实践证明, 以打官司和与行政机关作对

取乐的人在我国是少见的, 玩弄法律的人必将

玩火自焚。

明确环保行政机关和其它具有环境监管

职权的行政机关的“统一监督管理”与“协同

监督管理”的关系, 细化各自的具体职权, 建

立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同行政机关环境资源监

督职权纠纷的地方行政首长解决或协调的制

度; 建立流域与区域内各行政区域之间关系的

有效协调机制, 如有可能, 设立类似于目前人

民银行管理体制的跨省的大区级环保行政主

管机关, 将省级环保行政主管机关作为它的派

出机构,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地方保护

主义在环境资源保护问题上的势力。

逐步改革我国传统的费时费力的以行政

审批为中心的环境资源管理制度, 全面实行许

可证管理, 把许可证管理作为保护与改善环境

资源质量的有效手段, 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环境

影响报告书和排污申报登记表同时递交、同时

审批的制度。为了保障这项制度的实施, 有必

要修订刑法典, 在第六章第六节中增列关于虚

报或瞒报环境技术数据、伪造或涂改许可证或

有关单据、用暴力或胁迫手段阻碍环境资源执

法人员执行公务等方面的内容。

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技术条件实行不同

的污染控制政策。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以及内地某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不仅应

作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 也应作为环境资源保

护工作的领头羊, 对它们可以适用最佳适用技

术原则, 要求这些地域内的企业采用国内甚至

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技术、工艺与管理

方法; 对经济技术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应逐

步取消临时排污许可证, 在全面实行达标排放

与总量控制的基础上, 逐步实行最佳适用技术

制度。

建立与完善适应市场的环境资源经济法

律法规体系　建立环境资源的价格体系和有

偿占有、使用和收益的制度; 明确产权, 理顺

各法律关系主体在环境资源权方面的权利与

义务关系; 完善城镇垃圾与污水的集中处理、

城市污水管网的建设、城市公园与旅游区管理

以及森林和其它资源的养护与开发方面的多

种所有制单独或合作经营的制度; 在适当的时

机以 适当的方式逐步提高环境资源税费 (要

注意通货膨胀的同步发生) , 使排污费和生态

补偿费高于污染治理费用; 把资源浪费、生态

破坏、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性折算成货

币形式, 作为负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把

经济收益和这个负值的差值作为衡量企业、地

方、国家经济是否真正发展的依据, 进而把它

作为厂长、地方行政首长和政府首脑政绩的一

个重要考核指标。

3. 3　进一步加强环境资源管理工作, 加大监

督与宣传教育的力度　具体措施有:

加强环境与资源行政管理队伍的建设, 精

兵简政, 走能者上、庸者下、竞争上岗的路子;

加强环境与资源管理队伍的在职教育与培训

工作, 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职业道德; 推行

限时服务的制度; 制订一些奖惩措施鼓励工作

人员多下基层, 把工作人员的现场监督管理和

服务制度化。

适当加强中央的财权、税权与人事任免考

核权, 建立制约地方各级行政首长行政权力的

有效机制, 削弱地方保护主义势力; 加强人大、

政党、社会舆论与检察机关的行政与司法监

督, 加大行业整顿与反腐的力度, 落实环境资

源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 防止上传下不达、

上令下不行、企业与地方政府串通一气的现象

发生。

继续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执法力度, 在完

善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 在农村全面推广只

生一胎的政策。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

度, 加大环境资源保护的资金、技术与人才投

资, 恢复经济——环境资源系统, 建立资源节

约型的技术密集性产业, 为今后经济、社会持

续快速发展创造一个休整的机会。

环境行政、民事与刑事诉讼中要吸收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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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环境专家或其他公民担任陪审员, 采取激励

措施鼓励有关单位和个人参加旁听; 另外落实

错案追究制也是必要的。

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逐步提高环境资源

保护经费在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重, 确保资金

渠道畅通; 大力发展城乡环境资源保护的基础

设施 (如在城镇、大力发展城市污水管网, 实

现雨水、生活污水与工业污水分流的目标; 在

农村, 大力发展节水工程和防止水土流失的工

程) ; 落实法律规定的各种经济刺激措施。

修订教学大纲, 加强对在校学生的环境资

源保护教育, 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环境道德习

惯; 积极探讨各种可行的方式加强对劳动者尤

其是企业管理者和决策者的在职培训; 进一步

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与宣传教育作用, 力

争形成全民族的环境资源保护观念。

对我国已批准或参加的双边条约、多边条

约以及国际公约, 要采取各项措施落实我国应

承担的各项环境资源保护义务, 创造条件保障

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等民主权利的

行使。如在城市逐步全面推广环境质量状况周

报或日报的制度。

3. 4　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主体的开发、

利用与生产经营行为

对企业、个体工商户、个人等市场经营主

体的投机和追求利润的本性, 管理者我们要有

清楚的认识, 不能有丝毫麻痹, 必须对产品实

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环境资源管理
(包括以下环节: 项目的选择, 产品的设计, 原

料、工艺和设备的选择, 产品的消费以及消费

后的处置处理) , 防微杜渐。这方面的文章很

多, 笔者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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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3 页) 方法, 使干部考核从注重短期效益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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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益, 以便基层领导干部在组织制定和实施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时, 做到系统合理、长短兼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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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解决“15 小”问题的政治基础。

2. 2. 5 积极探索、研究制定引导小企业在一段

时间内健康发展的政策和技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 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贯彻落实国家方针、

政策必须考虑结合当地实际。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

展要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因经济基

础所限, 不可能一蹴而就, 实现超越阶段的高层次发

展。因此, 积极研究、探索符合这些地区实际, 既能

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又能减少环境污染的政策技术、

工艺和设备, 给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指出一条光明大

道, 为今后经济发展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创造条

件。这是从根本上解决“15 小”问题的政策和技术基

础。

治标重在打, 治本重在防; 防从打入手, 才有针

对性, 打靠防做基础才能见效。事前防的工作做得越

好, 越深入, 事后打的工作量就越少、越省力。这是

通常的规律。治理整顿“15 小”的工作, 也必须遵从

这个规律。只要我们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锲而

不舍地抓下去, 就一定能够把“15 小”造成的危害限

制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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