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于 3 月 3 日在北京开幕。《公益
时报》 记者在梳理提交全国政
协的提案中发现，“环境保护”
依旧是委员们关注的焦点，目
前已公布提案的所有民主党派
都提出了与环保相关的提案。本
报 3月初做民调也显示：针对公
益慈善领域的问题，45.09%的网
友关注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等生
态问题，排名第一。 值得一提的
是，在许多提案中都能看到环保
组织的参与———内容涉及公众
教育、环保法修正、动物保护、水
污染治理等诸多方面。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

心、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以下简称“SEE 基金会”）参与
推动了《关于全面公开地表水
环境质量信息的提案》。 该提案
由全国政协委员、 雅昌集团董
事长万捷递交。 提案中表示：目
前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数据由
环保部门独家公布， 依照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为 24 项，而大
多数地方环保部门仅用其中 4-
5 项做评价，导致评价结果与实
际结果严重不符， 此类数据的
发布会给相关决策部门和公众
严重的误导。 万捷建议：基于保
护公众健康、 维护公众环境权
益的需要，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应建立统一机制， 推进地表水
环境质量信息全面公开。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
心一直关注工业水污染的防
治。 中心主任向春介绍，中心主
要通过污染调查、环评监审、信
息公开等方式监督政府环境执
法、促进污染企业治理，掌握了
许多一手案例和数据， 为提案
的撰写提供了资料支持。

另外，作为阿拉善 SEE生态
协会的副会长，万捷还在 SEE基
金会、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的支
持下，提出了《关于<环境保护法
修正案>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的提案》和《关于尽快落实重点
污染源信息实时公开的提案》。

3 月 6 日晚，在 SEE 基金会
的组织下，“2014 全国两会民间
环保提案”交流会举行，环保提
案的代表或委员、 环保组织代
表、 专家等就两会的提案进行
了深入探讨。 事实上， 从 2010
年开始，SEE 基金会就联合几家
环保组织组成“智囊团”，运用
各自专业所长， 为组织中身为
两会代表的理事出谋划策。 具
有丰富一线环保经验的组织，
也会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将组
织的诉求植入到提案当中。

杨兴平是全国政协委员、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致公党四
川省委主委，此次上会，在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成都观鸟
会的帮助下，他带来了《关于我
国环境教育立法的建议》和《关
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的建
议》两个提案。

在《关于我国环境教育立
法的建议》中，杨兴平提议：尽
快制定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教育法》（以下简称《环
境教育法》）， 用立法的形式确
立环境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和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
《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
的建议》中，他提出：为野生动
物提供全面保护的法律保障；
建立重点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更新机制；明确涉及野生动物
的政府各部门的责任和义务，
针对具体的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制定相关的法律责任；加大
非法狩猎和利用野生动物的处
罚力度。

据杨兴平介绍， 成都观鸟
会成立于 2004 年，是中国最活
跃，西部地区最大的观鸟组织。
其在对公众的环境教育方面有
诸多研究，为提案提供了帮助。

傅莹：
环保法修改今年四审

关于修改环境保护法 ，十
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
傅莹 3 月 4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 去年全国人大已经进行
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审议， 但是
没有付诸表决， 准备今年再次
进行审议。 “通常一部法律三审
通过了就可以付诸表决了 。 但
是这部法律又增加了审议 ，就
是为了更好地吸纳社会的才
智、吸纳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更
好地反映社会的关切 。 希望能

够切实制定出一部高质量 、管
用的新环保法。 ”傅莹说。

傅莹说 ， 人大常委会在立
法规划当中， 把环境保护立法
当作重中之重。 土壤污染防治
法已在规划当中了。 另外，今年
还要启动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
执法检查， 在此基础上要考虑
修订这部法律， 为治理雾霾提
供法律保障。

环境保护部：
打击大气、水污染环境违法

为保障环境安全 ， 环境保
护部近日下发 《关于开展环境

保护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 》，决
定 3 月在全国开展专项检查 ，
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做
到 “三不 ” “三直 ”，即 “不定时
间 、不打招呼 、不听汇报 ，直奔
现场、直接督查、直接曝光”，持
续保持执法检查的高压态势。

此次专项检查以落实 《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和保障饮用
水源环境安全为重点，实行国家、
省、地“三级联查”机制，即“国家
督查、省级巡查、地市检查”。 检查
过程要坚持“三机制、五结合”，即
采取“联合执法、区域执法、交叉
执法”等执法新机制。

详查耕地污染

今年 ， 环保部门将着力推
进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编制《土
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
划》并组织实施。 重点是实施重
度污染耕地种植结构调整 ，开
展污染地块土壤治理与修复试
点、 建设 6 个土壤环境保护和
污染治理示范区。 此外，还将启
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
和土壤环境保护工程第一批重
点项目， 积极推进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

� � 许荣茂此次两会共提交了
三份提案， 其中两份与公益相
关。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乡镇医
院改革

农村医疗卫生问题一直是
许荣茂关注的问题，通过对“世
茂爱心医院” 项目的跟踪调研，
他发现，随着农民群众对身体健
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以及新
农合为他们基本解除了看不起
病的后顾之忧，他们对获得优质
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日趋强烈，
但很多贫困地区的乡镇医院却

无法满足这些需求。 要破局，单
靠政府的财政支持、企业的慈善
捐助或者医院自身难度都很大。
“世茂爱心医院” 由世茂集团捐
建，百家爱心医院均位于我国西
部偏远地区。

因此许荣茂在《鼓励民间资
本参与破解贫困地区乡镇医院
的困局》的提案中提供了一条新
的思路：即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乡
镇医院改革，激发乡镇医院的潜
能和活力，引导人才向乡镇医院
流动。 具体包括：加快推进民资
参与公立医院特别是乡镇医院
的改制重组；为吸引民间资本参

与乡镇医院改制重组创造积极
条件；积极引导专业医护人才流
向乡镇医院。

帮扶贫困归侨侨眷

许荣茂在《关于做好贫困归
侨侨眷帮扶工作的几点意见》的
提案中表示，通过对广西北海市
侨港镇、部分华侨农场等地调研
和分析，发现目前还有很多贫困
归侨侨眷存在严重的生活困难
问题。他认为贫困归侨侨眷生活
改善关系到侨界民生，影响国际
社会舆论。

对此，他从顶层设计和具体
实施两方面提出建议：一、从顶
层设计上看，建议加强各级政府
的支持力度和重视程度，制定和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二、从具体
实施上看，希望能从居住、保险、
教育、就业等方面，对缓解贫困
归侨侨眷日常生产生活问题提
出几点想法。 如：建议以政府主
导加大住房保障和危房改造工
作力度；建议加强贫困归侨侨眷
社会保险、基本医疗等问题的解
决力度；建议加强贫困归侨侨眷
子女教育问题；建议加强贫困归
侨侨眷的培训和就业工作等。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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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声音】

环保组织助推提案进两会

提案人：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
提案名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破解贫困地区乡镇医院的困局》、

《关于做好贫困归侨侨眷帮扶工作的几点建议》
相关公益项目：世茂爱心医院

关注贫困群体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

（上接 05 版）

回应

� � “2014 全国两会民间环保提案”交流会上，万捷和邓飞就濒危
动物保护交换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