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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艾路明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会长
2.初建美 国 网 吉 林 省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通 化 供 电 公 司 抄 收 班
班 长
3.鞠 鑫 江苏省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
4.李美成 重庆市巫山县红椿乡高炉村 4社护林员
5.马献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红旗农场退休职工
6.杨中艺 广东省环境教育促进会会长
7.张元江 安康市博元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博元公益组织负
责人
8.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
9.人在“绿”途志愿行动团队

“2018-2019”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初选名单
（初选产生 28名候选人，包括 20名个人，8个集体，分领域按拼音排序）

领域一：民间行动（7名个人，3个集体）

11.布 周 可可西里管理处主任、森林公安局政委
12.丁新春 宜春市丰城生态环境局水环境与流域管理股负责人
13.王 翔 重庆市万州区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14.王有德 原宁夏灵武市白芨滩防沙林场书记、场长
15.周 波 杨善洲干部学院教研部部长兼管委会副主任
16.郑显刚 甘孜州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支
队长
17.滨州市生态环境局
18.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
19.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领域二：公共服务（6名个人，3个集体）

20.董配永 华夏董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1.王天义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22.夏春亭 华夏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3.劲牌有限公司

领域三：企业责任（3名个人，1个集体）

24.杜祥琬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25.刘文清 中国工程院院士
26.林玉锁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土壤环境领域首
席科学家

领域四：学术精神（3名个人）

27. 孙秀艳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28.《美丽中国》创作团队（中央电视台总台财经节目中心）

领域五：传播影响（1名个人，1个集体）

10.武汉绿色江城环保服务中心

本报记者杜宣逸北京报道 为切实
落实《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
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要
求，进一步说明细化《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

（以下简称《推荐方法》）中直接经济损
失的计算范围和核算方法，生态环境部
编制了《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
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就《细则》的具体内容等问
题，生态环境部应急中心负责同志回答
了记者的提问。

问：为什么要编制《细则》？
答：根据《环境保护法》《突发事件

应对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要求，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直接经济损
失评估结果是划分事件等级、行政处罚、
损害赔偿等多项工作的重要依据。因此，
保证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过程以及评
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非常重要。

为了规范评估方法，2014 年原环
境保护部发布了《推荐方法》，其中包括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方法，实施以来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 较 典 型 的 有 ：2015 年 ，开 展 天 津 港

“8·1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生态环境损
害评估时，如何区分原生生产安全事故
直接经济损失与次生的突发生态环境

事件直接经济损失，《推荐方法》没有设
置统一标准，爆炸现场的废弃物处置费
用，是否计入以及哪些计入突发生态环
境事件直接经济损失陷入困难。2016
年，甘肃陇星锑业尾矿库“11·23”泄漏
事件直接经济损失评估过程中，由于事
件波及 3 个省，直接经济损失调查对象
包括 3 个地市、11 个区县的相关部门，
各部门统计的损失数据差异巨大，尤其
筑坝费用相差数十倍。如何公正、合理
地处理同类费用在不同地域之间差异
是面临的又一难题。此外，在其他损失
评估案例中还遇到加班费多少算作合
理、现有费用类型不全、某些损失无法
涵盖等问题。

鉴于以上实际工作遇到的问题，生
态环境部组织有关专家以实践为依据，
细化了直接经济损失核定原则。

问：为什么说《细则》是对《推荐方
法》的细化和补充？

答：《细则》在重要概念、基本计算
方法等方面与《推荐方法》保持衔接；在
内容方面，通过扩充概念含义、调整或
增加计算方法、设置核定标准等方式，对
典型案例中梳理出的所有问题，以及预计
以后工作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给出核定
原则或方法；在制定原则中，以解决实际
问题为首要目的，以历史案例中的实际处
理经验为基础，充分考虑相关工作人员的

意见，保障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或方
法贴合实际、符合应用需求，并且结合
案例进行了举例说明，加深评估人员
对相关内容的认识和理解。综上，《细
则》从内容、方法和案例等方面对《推
荐方法》进行了补充和细化。

问：《细则》的主要内容有什么？
答：《细则》正文包含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总则，包含编制目的、

适用范围、核定范围和核定程序。本
部分内容说明了为何编制《细则》、在
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细则》，界定了
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的费用类型和内容
范围，明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责任方
在先期处置和应急处置工作中主动支
出的应急处置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
损失。

第二部分是核定原则和方法，是
《细则》的核心内容。该部分提出了核
定工作需遵循的通用原则，并按照直
接经济损失包含的费用类型，分别对
每一种费用类型解释含义、制定核定
方法。每种费用的含义和核定方法与

《推荐方法》基本保持了一致。此外，
还以专栏的形式给出了核算说明，说
明内容是对近年工作经验和案例的总
结，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情况作出
统一的处理，提高核定结果的公正性
和客观性。

第三部分是附件。附件 A 是《细则》
制定过程中引用和参考的文件列表。附
件 B 对一些可能会有歧义或者复杂的费
用内容作了详细解释，方便对《细则》的
理解和使用。附件 C 说明了确定各项费
用数额依据的凭证。此外，基于核定工
作较为繁杂的特点，总结了历次核定工作
的开展流程，并整合了不同事件中使用的
数据调查表，形成了附件 D的基础数据调
查表，供相关单位和人员参考使用。

问：为什么要将“保障工程费用”纳
入应急处置费用？

答：近年来，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
中常遇到一些费用无法归入《推荐方法》
的应急处置费用类型，比如饮用水水源
地受到污染事件影响、临时启用备用水
源铺设引水管网产生的费用，某些应急
处置现场无可通行道路临时修建道路产
生的费用等。因此在《细则》中，应急处置
费用增加了保障工程费用，用以指代应急
期间保障人民正常生产生活，以及为保障
应急处置措施顺利实施产生的费用。

问：如何解决不同评估机构评估数
据差异大的问题？

答：在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中，不
同机构的评估数据出现较大差异。这主
要是因为评估机构需要判断调查对象填
报的数据是否合理，但是由于没有统一
的、明确的判断依据，不同评估机构按照
自己的理解进行判定，就造成了评估数
据差异较大的问题。因此，《细则》对各
类型的费用提出了核定原则作为合理性
判断的统一标准，以帮助评估人员进行
判断。同时，在专栏中通过案例的方式，
对某项费用或某种情况下产生的费用是
否合理进行具体说明，为直接经济损失
费用合理性判断提供参考和依据。

生态环境部应急中心负责人就《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阶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细则》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见习记者李欣北京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
委、自然资源部近日印发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
层面出台的第一个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域综合性
规划。

《规划》囊括了山、水、林、田、湖、草以及海洋
等全部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是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重大工程的指导性规划，是编制和实施有关
重大工程建设规划的主要依据。

以全面提升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质量为总目标

《规划》围绕全面提升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质
量、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的总目
标，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为主
线，提出了“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坚持统筹
兼顾、突出重点难点，坚持科学治理、推进综合施策，
坚持改革创新、完善建管机制”等基本原则，明确了
到2035年全国生态保护和修复的主要目标。

到 2035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26%，森林蓄积
量达到 210 亿立方米，天然林面积保有量稳定在
两亿公顷左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60%；确保
湿地面积不减少，湿地保护率提高到 60%；新增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5640 万公顷，75%以上的可
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海洋生态恶化的状况得
到全面扭转，自然海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35%；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 18%
以上，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

形成“三区四带”，布局9项重大工程

《规划》的总体布局是“三区四带”，在总体布
局的基础上，从各重点区域的生态本底和主要问
题出发，通过“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方式设置
了 9项重大工程。

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规划布局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
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长江重点生态区（含
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
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三区四带”，根据各区域
的自然生态状况、主要生态问题，研究提出了主
攻方向。

《规划》以上述工程布局为基础，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各生态要素，结合各类工程的建设特点，
提出了 9 项重大工程，包括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
等七大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以及自然保护
地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
等两项单项工程，明确了各项重大工程的建设思
路、主要任务和重点指标，并在专栏中列出了 47
项具体任务。

细化各项任务时间节点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是一个比较漫长
的过程，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才能见到明显成效。因此，从遵循自然规律的角
度出发，《规划》为中长期规划，细化了 2020 年底

前、2021 年-2025 年、2026 年-2035 年等 3个时间节点的重点任务。
2020 年底前，由相关部门依据本《规划》编制各项重大工程专项建设规划，

与本规划形成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1+N”规划体系；
2021 年-2025 年，着重抓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重点国家

级自然保护地等区域的生态保护和修复，解决一批重点区域的核心生态问题；
2026 年-2035 年，各项重大工程全面实施，为建设美丽中国、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生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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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杜宣逸北京报道 近期，
生态环境部印发《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
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
序规定》（以下简称《直接经济损失评估
工作程序规定》），对应急处置阶段如何
开展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进行了规
范指导。针对《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
程序规定》的编制原因、适用范围等问
题，生态环境部应急中心负责同志回答
了记者的提问。

问：为什么要编制《直接经济损失
评估工作程序规定》？

答：2013 年 8 月，原环境保护部印
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
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以下简称《污染
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施行以来在
突发环境事件定级、损害赔偿、推动企
业加强环境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发现部分地区
在组织开展环境损害评估时，存在责任
落实不到位、评估内容不全面、技术体
系不完善、信息公开欠缺等问题。为解
决这些问题，按照《环境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要求，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方案》部署，生态环境部组织制
定了《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
定》，替代《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

问：《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
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突

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
济损失评估工作适用于本办法。核设
施及有关核活动发生的核与辐射事故
造 成 的 辐 射 污 染 事 件 ，不 适 用 于 本
办法。

问：为什么将直接经济损失确定为
现在的范围？

答：《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
规定》规定的直接经济损失是与突发生
态环境事件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损失，发
生在事件发生后至应急处置结束期间，
通过总结历史案例，直接经济损失主要
包含事件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
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应急处置费用以及
其他可以确定的直接经济损失。另外，
为保护人体健康、财产以及生态环境所
发生的必要的合理防护费用，也属于直
接经济损失。

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
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工作主体是谁？

答：《环境保护法》规定有关人民政
府是评估工作的责任主体，《直接经济
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明确各级生态
环境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部署下，组
织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
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有关人民
政府或者部门开展的损害评估工作，已
经包含有关内容的，可以直接采用。对
于跨行政区域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
评估工作，由共同上级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部门组织开展。
考虑到我国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

实际情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
序规定》明确生态环境部门可以协调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相关方委托有关机
构开展评估工作，并承担评估费用。
此规定一方面可以缩短评估委托的流
程，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在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的协调监管下，也可以保
障评估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问：什么评估机构可以接受委托
开展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

答：《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
规定》中没有设定机构门槛，具备技术
能力的评估机构包括生态环境部推荐
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以及其他第三方机
构。在地方的实际工作中，对于一般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等影响范围小、评
估工作简单的事件，可以由评估工作
责任主体自行评估，《直接经济损失评
估工作程序规定》中没有对自行评估
做出专门规定，“可以”在法律用语中
是非强制的选择性授权，做出“可以”
的规定不影响自行评估的开展。

问：为什么在规定中提出了应急
过程梳理？

答：应急处置过程梳理是核算事
件直接经济损失必须开展的工作，可
以很好地记录应急处置过程，为进一

步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奠定基础。
为此，《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
定》提出在评估过程中，要对突发生态环
境事件的污染控制和清理等应急处置措
施进行梳理，并且分析应急措施的成本、
效果和潜在环境风险等情况。

此外，在开展评估实践中发现，周边
群众非常关心事件对环境的影响，因此
要求评估机构分析梳理说明污染物排放
量、污染物迁移扩散和在生态环境中的
留存情况，以及事件发生前后生态环境
质量状况等，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
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都包括什么内容？

答：《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
定》明确要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造成的
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以及生态环境损害
数额、应急处置费用以及应急处置阶段
可以确定的其他直接经济损失进行核
定，确定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可以服务
事件定级、行政处罚，以及为公益诉讼、
损害赔偿等提供依据。

问：为什么要特别对信息公开提出
要求？

答：根据《环境保护法》的要求，评估
结论应向社会进行公开，然而在调度和
调研中发现，由于对信息公开缺乏细节
规定，信息公开环节在实际工作中严重
缺失。因此，《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
序规定》对信息公开的程序、方式和内容
进行了细化规定。要求组织开展评估工
作的生态环境部门，在报请本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立即向社会公开评估结论。公
开方式考虑信息的长期保存和新媒体的
应用，其形式主要包括政府公报、政府网
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电视、官方两
微等。公开内容包括评估结论、直接经
济损失核定结果、评估组织方、评估机构
等信息。

生态环境部应急中心负责人就《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明晰工作程序 规范损害评估

2020 年，山东省开始实施全省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计划，并将制定出台山东
省化工行业 VOCs排放标准，以推进化工行业 VOCs治理。同时，山东省还不断
加强石油化工、煤化工等企业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治理，要求石化企业开展
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改造，确保环境安全。图为环境监测人员在山东省广饶科
力达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现场检测 VOCs。 本报记者邓佳摄

关于“2018-2019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初选名单的公示
“2018-2019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工作自启动以来，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踊跃参与。根据《“绿色中国年度
人物”评选办法》规定，“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秉持
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原则，经社会各界申报、资格审查、专
家初评，从 188 名推荐人选中产生 28 名初选个人和集体。现
将“2018-2019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初选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20 年 6月 11日至 6月 18日
公示期间，对公示名单中的个人和集体有异议的，请以实

名书面方式向评选组委会办公室进行反映，并提供必要的证
明材料。

联系人：绿色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办公室 张亮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 臧春鑫、蔡蕾
联系电话：（010）82268175 13911155279 （010）65645410
电子邮件：niandurenwu@mee.gov.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5 号环境国际公约

履约大楼 522室
邮政编码：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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