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四川省共安排养老服
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11.33 亿元，
用于支持建设养老机构和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构建居家养老服
务支持机制等。

去年起， 四川省首次安排专
项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 随
着养老服务业被纳入五大新兴先
导型服务业范畴， 今年起又新增
3.5亿元专项资金，达 11.33亿元。
“四川省老龄化指标高出全国 4
个百分点， 迫切需要社会提供多
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 ”四川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专项
资金除用于强化公办养老机构保
基本、兜底线外，还将用于加大居
家养老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培育
与扶持力度， 加快城乡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和农村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 鼓励支持社会力
量发展养老服务业， 以民办养老
机构建设为重点， 加大养老机构
床位建设力度。

“这种资金安排符合‘9073’
的养老结构，即 90%的老人选择
在家中安度晚年生活，7%的老
人通过社区照顾实现养老，3%
的老人入住养老机构集中养
老。 ”西华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何东表示，未来养老应呈现多层
次，除城乡“三无”老人、失能失
智老人等政府“兜底”外，应注重
如何利用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
本进入， 加快养老产业发展，实
现养老社会化。

（据《四川日报》）

四川：11.33 亿元专项资金
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和养老服务业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这
一天，在北京举办的“美丽中国
环境论坛”上，65 家环保组织共
同发出“绿色生活倡议”；也是这
一天，福建南平中院的法庭上，2
家民间环保组织正在原告席上
进行紧张的辩论，庭上审理的是
新环保法实施之后的第一起环
境公益诉讼案件，这起案件正是
由这 2 家民间环保组织共同起
诉的。

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进一步
提升和公众对环境改善的需求
进一步强烈， 公众参与环保志
愿活动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各
类民间环保组织也迅速发展至
几千家。 特别是新环保法实施
后， 民间环保组织已经成为一
股环保新势力， 活跃在环保的
第一线。

民间环保腰杆硬了

“自从新环保法实施后，软
了多年的民间治污，腰杆终于硬
起来了！ ”老牌民间环保组织自
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说。虽然自
然之友已经为环保事业奋斗了
20 多年， 参与了都江堰杨柳湖
大坝工程下马、怒江建坝和西部
水电开发之争、“环评风暴”等无
数环保事件，但是他们从未像今
天这样觉得如此充满力量。

“以前我们去调查污染企
业，还没迈进企业的大门，地方
政府这一关就过不去。 ”张伯驹
说。环保志愿者深夜取样、暗访，
遭遇过违法排污企业的威胁，甚
至围殴，但是最让他们痛心的还
是眼睁睁地看着山变秃、 水变
臭，却控告无门。

自然之友的境遇不是个例。
过去，对于环保公益诉讼，由于
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一些地方
法院认为，涉环保纠纷应由政府
部门解决， 由法院审理非常困
难，不愿受理立案。 而地方政府
为保护税收贡献而百般阻挠，因
此，从 2000 年到 2013 年，全国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极少。

这一状况持续多年，直到今
年 1 月 1 日，由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正式实
施，备受社会关注的环境公益诉
讼主体资格， 历经几次调整修
改，最终扩大到“设区的市级以
上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相关社
会组织”。 这就意味着近 700 家
社会组织拥有了法定起诉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迎来了春天。

这绝不仅仅是用司法的手
段去解决一个简单的环境问题。
张伯驹清晰地记得上次福建南
平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辩论时，自
然之友的同事在法庭上最后一
句慷慨陈词：“环保组织做公益
诉讼， 不是针对一个破坏的企
业，而是让更多的破坏者看到破
坏环境要付出的代价，对自己的
行为做出慎重考虑。 ”

在最近的半年中，不仅是自

然之友，中华环保联合会、大连
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福建绿家园
等多家环保组织提起多个公益
诉讼。 在这些民间组织的介入
下，环保监督无处不在，环保民
间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不可或缺的绿色力量

在全国各地，各类民间环保
组织正跨越“种树、捡垃圾”的发
展初期，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绿
色力量。

北京的刘先生一直觉得自
己家耗电太多，通过自然之友的
低碳家庭的项目，他在自己家的
外墙上做了太阳能发电板，现在
自己家太阳能发的电用起来绰
绰有余，还带动了许多志愿者做
节能改造。 近年来，民间环保组
织开始探索更多公众参与环境
的“入口”，可供公众密切参与的
项目遍地开花。

“城市河流污染缺乏市民的
关注， 我们就启动了‘清河行
动’， 为公众有效参与城市河流
保护寻找更多的可能性；针对从
北到南笼罩大半个中国的雾霾
问题，我们发起了名为‘蓝天实
验室’的项目，在科学家和公众
之间搭建桥梁，通过多样化的行
动，让更多人了解雾霾和自身防
护，并不断成长为身体力行的减
霾行动者。 ”自然之友传播与公
共关系部主任贺强说。

除此之外，民间环保组织整
合经验和资源，投身到培育绿色
公民的实践中。自然之友成立了
盖娅自然学校，更专业和可持续
地推动环保教育事业；绿家园则
用 10 年时间对中国西南 6 条大
江进行持续调查与记录，引导人
们关爱绿色家园……更多的环
保组织走上课堂、 深入社区、开
展讲座，利用各种机会培育绿色
公民。

伴随着民间环保组织的成
长，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逐渐
展现出开放的姿态，他们开始携
手民间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大
力气”和“大决心”治污减排，再
现绿水青山。

“前几年，如果你‘炮轰’一
个政府部门，可能产生非常大的
负面效应。现在公开提出环境治
理的问题，回应可能是良性的互
动。”张伯驹说，如今环保领域开
放的程度，对批评和质疑的包容
程度有了明显的提升。一些省份
的环保部门还主动邀请民间环
保组织一起座谈，探讨如何推进
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民间环保组织甚至还参与
到环保政策法规的制定中。今年
1 月，自然之友北京办公室收到
了一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感
谢信，感谢他们在《关于审理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起草过程中所
做的大量工作。自然之友对该司
法解释提出了上万字的建议。
“实际上， 参与政策法规制定的
环保组织很多，比如公众环境研

究中心、中华环保基金会等。 唯
有更多公众和环保组织提出更
多建设性意见，我们的环保组织
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张伯
驹说。

民间环保路仍漫长

“民间环保有利于改变传统
的环保治理模式。 ”环保部环境
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
认为，过去我国的环境治理模式
以政府为主， 运用的是执法、行
政等手段。 面对成千上万的企
业，单靠政府的执法队伍根本管
不过来。行政成本不可能十几倍
增加，但是环境管制成本实际上
在快速增加，这就需要借助更多
专业力量。

环保社会力量具有特殊的
价值。“第一，它没有编制限制，
需要多少就有多少， 根据需要
来；第二，它无处不在，社会力量
对环境污染的监督无孔不入。社
会力量是环境保护的潜在资源，
把这些资源动员起来总体上就
会增强环境保护的力量。 ”夏光
说。

要真正成长为保护环境权
益的基本力量，民间环保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这条路会很艰难。”环保部
政策法规司司长李庆瑞说。“新
环保法是经过罕见的四审，顶住
重重压力，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
织的主体资格和认定标准才得
到法律确认。 但是这还不够，要
让民间环保更有力量，一些条款
还要继续修正，实施细则和司法
解释还需要完善。 ”李庆瑞说。

此外，民间环保还要努力从
“后端”抗争转到“前端”治理。
“为什么一些建设项目会发生群
体性邻避事件？就是因为前端的
参与不充分、信息不透明、决策
不科学。当前端决定要不要建一
个化工厂、要不要把一个公园变
成停车场时，背后都是各方利益
的真实博弈。环保组织今后要引
导更多力量参与到前端博弈中，
不仅要有代表的声音，还要为鸟
类、森林等发声。 只有公众更充
分参与，才会达成更有社会共识
的决策。 ”张伯驹说。

如今，还有更多的民间环保
组织在为构建更科学智慧的环
保模式而努力。“光硬碰硬、天天
盯着企业不行。最终要依靠经济
手段，让环境保护工作引入和建
立市场机制， 比如建立诚信档
案，比如银行贷款发放等与环保
指标挂钩等等，以此来形成更多
企业治污的内在动力。 ”李庆瑞
说。

关注民间环保多年的中国
环境报社党委书记李瑞农认为，
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定位，如何引
导公众科学理性规范有序地参
与环保，保持可持续性，如何迈
向专业化、职业化道路，吸收更
多人才等等，都是当前民间环保
组织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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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类民间环保组织已发展至几千家
2013 年度自然保护领域基金会资金流向分类比较（单位：万元）

辽宁省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
会作为诉讼主体， 于日前正式向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环境
公益诉讼状， 状告中日合资大连
日牵电机有限公司涉嫌违法排放
有毒物质，向其索赔 722万元，用
于修复环境。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受理了此案， 这也是辽宁
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

大连日牵电机有限公司是
从事电机制造、工业自动化研发
制造及铁箱制造的企业，年产值

约 5000 万元。 大连市环保志愿
者协会表示：2012 年底，该公司
建设了铁箱部酸洗车间，未办理
环保审批验收手续。该企业违反
国家环境保护法律和危害物管
理规定，将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含有危险废物的生产污水未经
处理直接排放到附近河道中，导
致城市周边土壤等地下资源、海
域水体严重污染，造成重大环境
损害，需要进行环境修复。

（据《人民日报》）

辽宁：受理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

第三届广州慈善项目推介
会上，多个公益平台对外发布。
其中，“广州慈善” 微信平台是
广州慈善网在移动互联网上的
补充和拓展，具备随时查询、随
时监督、随时捐赠特点。 用户可
查询浏览广州市内慈善组织，
查看其机构简介、联系方式、运

作项目和地图导航。 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慈善地图功能， 用户
可一键查看广州市所有公益慈
善组织在地图上的分布情况，
也可以以自己为中心查看周边
最近的慈善组织， 一键电话和
导航。

（据《信息时报》）

广州：微信一键可查全市慈善组织

地方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