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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的内涵与构建路径探析

郭少青

摘要:智慧化环境治理是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实现政府、市场和公众多元治理,最终为公众提供优质环境

公共服务的重要路径.但是,目前我国的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尚存在诸多挑战,其不仅面临着技术上

的风险,还存在着机制体制的障碍和制度上的瓶颈.为了突破这些障碍和瓶颈,需要进一步改革相关机制

体制,完善相关立法.同时,政府需要转变思路,从科技官员垄断的决策模式中脱离出来,充分运用智慧化

治理的优势,建立环境信息沟通平台,破除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公众对环境信息的享有更具有便捷性,鼓励

公众参与环境公共事务决策,真正实现智慧化的多元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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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日新月异,我国的环境问题日渐突出.在过去几年里,政府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环境治理,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理想愿景仍有差距.另一方

面,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政府职能转型和治理能力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２０１２年我国出台«国家电子

政务“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４年出台«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５年出台«促进大数

据发展行动纲要»,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新形势.这一系列文件将信息化建设工作摆在了政府工作的

重要位置.作为政府重要职能之一的环境治理,在大数据时代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环境智慧

化治理成为新型的环境治理方式,作为其核心的环境信息化政策工具,也成为大数据时代有力的环境

治理政策工具.２０１５年７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全国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联网共享,开展生态

环境监测大数据分析① .为此,我国制定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

案»等多项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国务院还颁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环保部也印发了

«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这些都成为构建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的政策基石.本文所讨论的

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就是以科技为支撑的环境治理体系,其不仅是构建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的重要一环,也是推动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有力臂膀.

一、智慧化环境治理的内涵与应用领域

１．智慧化环境治理的内涵

智慧化环境治理具体指的是,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ICT等大数据时代的新技术,
对环境治理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提高环境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实现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同时,智慧化环境治理模式广泛吸纳环境市场化自治和公共参与的社会治理方式,使得环境治理

更为规范化、精准化、科学化,最终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８ 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１８ZDA００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生态正义理论与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１５BKS０７９).
作者简介:郭少青,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广东 深圳５１８０６０;shaoqingguo＠szu．edu．cn).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２０１５ ０７/０１/c_

１１１５７８７５９７．htm,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

０１



　　智慧化环境治理系统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主要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为感知层,主要是通过对传感

器、摄像头、数据采集仪等信息化设备的配置为生态环境加上“触觉”.从感知层上传的所有信息数据

会来到网络层,然后再通过数据的抓取和分析,对数据进行深度的处理,最后再到应用层开展相关的

应用(图１).

图１　智慧化环境治理的技术路线图

智慧化环境治理是大数据时代的一场对环境治理的技术、制度和机制的变革,是大数据时代环境

治理的智慧化体现,也是政府环境治理水平和能力现代化的体现,它是以环境的信息化建设为基础内

容,以环境治理方式的改革创新为关键点,以纳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为要素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

(图２).

图２　智慧化环境治理的内涵

(１)环境治理工具的升级.智慧化的环境治理最根本的要素是采用了信息化的环境治理工具.
第一,它可以让环境治理从经验判断走向科学决策.智慧化环境治理摈弃了以往政府“拍脑袋”式的

环境决策方式,而是通过“数据＋模型＋分析”的方式进行决策,这大大提高了政府环境决策的科学化

和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第二,环境信息工具的使用可以让环境治理从被动型治理走向主动预防型治

理.传统的环境治理中很重要的部分,如污染防治等方面是被动式的,虽然预防原则一直是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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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则之一,但是限于技术障碍,真正对未来生态环境的发展趋势进行预判是非常困难的.智慧

化的环境治理可以从海量的看似碎片化和毫无关联的环境数据中进行深度挖掘,预测环境生态的发

展趋势,从而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主动预防.第三,环境信息工具的使用可以让传统的环境治理从人

工执法走向智能化执法,提升环境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传统的环境治理所需要的环境执法人员的

体量巨大,大量的环境监测数据来自现场监测的数据.在智慧化环境治理的时代,智慧环保系统将大

大提高环境执法的效率,所有的生态环境数据的在线化和实时化,将使得环境执法有据可依,有章可

循.
(２)环境治理理念的变革.智慧化环境治理意味着从单一的以政府规制为主的环境管制理念走

向共建、共治、共享的环境治理理念.传统的环境管制更多依靠“命令－控制”的政策工具对环境污染

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规制.虽然市场和社会层面的治理工具一直存在,但是其在中国的应用无

论广度和深度均有限.这同政府深层次的以单向度管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理念相关.智慧化环境治

理通过环境治理的结构变革,倒逼着政府进行治理理念的变革.以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为基础的智

慧化治理,将改变政府环境治理的权力分配、资源分配、过程参与.实际上,大数据的数据规模庞大,
而政府仅仅掌握了数据量的２０％左右,其他大部分数据本身就来自于市场与社会,从这个角度说,智
慧化治理就是建立在多元共治的基石之上.比如马军所创立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从２００６年就开

始发布中国的水污染地图①.该地图的发布有利于公众开展环境问题的社会监督.
(３)环境治理结构的变革.一方面,智慧化环境治理将导致我国环境治理的权力结构变革.在我

国传统的环境治理中,其主导模式是“自上而下”的环境管制,因此权力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在

智慧化环境治理的结构中,因为加入了公众参与和市场机制,权力趋于分散化.在理想化的智慧化环

境治理的结构中,权力与权利应相互制衡,且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另一方面,智慧化环境治理将促

进我国环境治理组织结构的变革.智慧化环境治理对环境行政部门的冲击是,它打破了部门之间的

信息壁垒,实现了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从分散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因此,它将促使我国环境治

理行政部门之间的组织结构方式发生变化.
(４)环境治理过程的多元参与.智慧化环境治理不仅可以让政府通过科技的力量提升自身的治

理能力和实现环境治理的现代化,同时还可以激发其他环境政策工具的活力.在公众参与方面,传统

的环境治理虽然强调信息公开和信息透明,但是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鸿沟一直存在,这也是导致近

些年来环境邻避事件屡屡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智慧化环境治理的框架下,环境信息不再是从政

府单向度地流向公众,而是变成了双向流动.公众可以通过环境信息网站,及时了解各种监测指标,
同时也可以通过环境污染举报平台,投诉相关违法行为②.比如,２０１６年２月,住建部与环保部通过

共建的“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公布了１８６１条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清单,并推出“城市水环

境公众参与”微信公众号,方便公众参与监督③.在市场方面,智慧化环境治理将完善企业的排污信

息,促进绿色信用体系、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如通过自动归集污染源相关环保业务、金融、社会化等方

面的数据,开展关联分析,最终评定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以便及时激励和约束企业环境行为④.

２．智慧化环境治理的具体应用领域

(１)环境战略的智慧化规划与决策.在环境智慧化治理的框架下,所有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将被集

２１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６年,马军创立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期间主持开发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

益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数据库.
张明浩:«“智慧环保”:物联网系统的构建与应用———以南京市建邺区水环境自动监控系统为例»,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２０１５年,第２页.
«住建部和环保部联合发布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排查情况»,http://www．hcstzz．com/show/３４５,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

３０日.
谭娟等:«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中国环境管理»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中处理和分析,生态环境的规划决策将由更为全面的数据和模型说话.同时,在规划和决策过程中,
公众参与也将更为频繁,从而促使规划更为科学和合理.比如通过仿真模拟新建项目会对环境产生

怎样的影响,以此来调整新建项目的数量、规模、选址、环保要求等,这可以给环境规划提供科学的可

量化的决策支持①.
(２)环境污染的智慧化监测与减排.环境污染防治是环境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智慧化环境治理

可以将地理地形、气象因素、工业布局、生活污染、城市用能、汽车尾气等一系列自然、人为和社会因素

纳入其中,对污染排放的空间情况、动态趋势、排放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利用模型给出相关的应对策

略.目前这方面最好的应用体现在雾霾治理领域.以贵州省乌当区的试点为例,其采用“网格化布点

＋多元数据融合＋大数据分析”的模式,规划建设２５３个监测定位,使环保部门能够很快判断出污染

源是工厂排污,还是扬尘污染,又或是餐厅油烟,并能够准确地知晓污染源的位置和排放量等情况,从
而有利于环保部门有针对性地进行决策治理②.

(３)环境排放的智慧化监测与执法.首先,智慧化系统将为环境标准的标准化、科学化和统筹化

制定提供基石.我国环境标准的制定,存在着地方标准不统一、行业不统一、部门不统一的现象,给环

境监测和执法、部门联动等带来了很多障碍.由于环境标准的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属性也各不相同,
因此使用大数据技术,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效信息,使得环境标准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更加科

学、精准和及时③.其次,可实现环境监测的实时化、全过程和智能化.目前,环境监测的智慧化主要

体现在污染源在线监测、重点用能单位在线监测和危险废弃物移动管理方面.我国已完成了２０５０个

国家地表水监测断面事权上收,全面实施“采测”分离,实现监测数据全国互联共享④.再次,可实现环

境执法的一体化、精准化和网格化.传统的环境监察移动执法工作以人工为主,效率不高,流程规范

不强,过程监督不到位.“十二五”期间,国家推出了«全国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标准»,将环境监察的

移动执法平台转换为融合物联网技术、环境基础信息、污染源实时数据和现场执法为一体的先进手

段⑤.通过“一张图”的网格化精细化管理,生态环境智慧化治理能够实现环境监察业务处理流程化、
便捷化,提高环境治理效率,解决执法人员不足的问题.

(４)环境治理中的智慧化预测和预警.首先,智慧化环境治理可以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环境预

测预警功能的准确性.生态环境的预测性分析是生态环境治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全球气候变化

预测、生态网络观测与模拟、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环境风险管理方面有很好的成效⑥.以空气质量的预

警为例,过去主要依靠对历史气象、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进而进行预测,其精准度有限.
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空气质量的预警所基于的数据基础包括了区域的地形地貌特征、气象观测数

据、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污染数据等,基于大气动力学理论建立大气扩散模型,可预报大气污染物浓度

在空气中的动态分布情况,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提供更科学的决策支持⑦.其次,提高了环境

预警和环境应急管理水平.将环境的预测、预警同应急能力的统筹相关联,意味着环境事件发生后,
智慧化管理平台可快速反应,实现各部门信息的融合分析和实时报告,全面感知应急事故的变化过

程,统筹应急资源,合理分配应急机构与人员配备等,提高政府的应急能力⑧.另一方面,智慧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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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０日.
谭娟等:«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中国环境管理»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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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自书等:«我国环境管理新进展及环境大数据技术应用展望»,«中国环境管理»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常杪等:«环境大数据概念、特征及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中国环境管理»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常杪等:«环境大数据概念、特征及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中国环境管理»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也可以通过信息的公开和实时发布,达到全民应急状态,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灾后损失.
(５)生态环境舆情的核准与引导.传统的环境舆情的监控劣势较为明显,由于消息来源往往粗

略,甚至可能有虚假、夸张的舆情信息,因此很难直接为环境管理部门所用.但是智慧化系统对舆情

可以进一步进行监测和核实,从而提高环境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①.另一方面,随着公众环境意识和

环境需求的提升,近年来的环境邻避事件不断.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

畅所导致的,致使环境谣言快速传播.利用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可以有效找到谣言源头,同时可以

通过环境沟通平台,发布相关环境信息,使得环境信息透明化、公开化,有效引导公众行为.
(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的提供.智慧化环境治理可以为公众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环境公共服

务.比如美国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针对不同人的需求和兴趣,推出了空气质量系统、空气质量比较系

统、空气趋势等近１０个不同的发布系统②.再比如,可以利用大数据中心连续不间断的监测数据,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疾控中心的相关标准,计算出“环境健康指数”,为公众的出行和日常安排提

供参考意见.

二、我国构建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所面临的挑战

１．构建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面临的技术安全挑战

(１)生态环境大数据与网络国家安全.在网络信息化的时代,原有的国土安全问题被重塑,数据

主权和数据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新领域和重镇,也为传统民族国家的安全治理提出了挑战③.网

络中的黑客攻击、技术偏差、管理失灵等,都将对网络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智慧化环境治理以生态环

境大数据的建立为基石,其中包含了国土、资源、政务、舆情等各类复杂化、交织性、动态化、综合化的

敏感信息,其遗失将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２)生态环境大数据与个人隐私权.生态环境大数据也囊括了个人信息在内,如生态环境信息平

台、公共服务提供平台、公众参与平台都会包括个人信息.但在当前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下,这些信

息常常处在脆弱和不安全的境地.据相关报道显示,２０１８年１月份,印度含有１１亿公民身份信息的

数据库 Aadhaar遭到数据泄密;２０１８年５月,美国票务巨头 Ticketfly遭遇黑客攻击勒索,黑客声称他

手中拥有完整的数据库资料④.可以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正在对个人信息安全造成巨大威胁⑤.
(３)生态环境大数据与技术风险.智慧化环境治理所基于的信息技术本身也会存在数据失真、数

据偏差、数据风险和数据依赖等数据异化现象.因此,要以理性的态度面对生态环境大数据,明确相

关数据的使用规范⑥.

２．构建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面临的体制障碍

(１)行政部门的条块分割与信息壁垒.在实践中,部门之间的行政隔阂遏制了智慧化环境治理的

进程.首先,在环境数据方面,部门数据的分散化和“部门私有化”,导致了部门之间的管理割裂和上

下级部门之间的信息障碍.其次,目前在信息共享方面,仍然强调自上而下获取信息,基层部门只有

数据上传的义务,却不享有数据获取的权利⑦;再次,在智慧化环境治理的统筹方面,仍然缺乏强有力

的部门进行总体规划和执行,比如在绿色城市建设方面,虽然包括了环保、能源利用、交通、城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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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毅明:«大数据时代的环境信息治理变革———从信息公开到公共服务»,«中国环境管理»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沈国麟:«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主权和国家数据战略»,«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２０１８上半年十大数据泄露事件»,https://www．sohu．com/a/２４０２２０２４３_１８５２０１,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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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球等:«大数据时代城市治理:数据异化与数据治理»,«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郭少青等:«如何推进“智慧应急”能力的建设»,«中国应急管理报»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８日,第００７版.



等方方面面,但是仍分别由环保、能源、交通、住建部门进行分割式的具体实施,依然存在条块分割的

现象①.
(２)分散化平台建设与环境信息标准不统一.长期以来,我国的环保行政管理体系是属地管理,

同工商、公安等系统相比,其信息化水平较低.生态环境大数据存在着信息标准不一的问题.现在各

个部门的环境数据,形式多样、标准不一、参考体系不同.有用ACCESS数据库系统管理数据的,也有

用FOXPRO数据库管理数据的;有经过编码的,也有未经过编码的.这给大数据的跨部门检索、整合

和共享带来了很多困难.以排污许可管理为例,目前污染源管理数出多门,数据割裂现象严重.深圳

涉及固定污染源的管理系统就多达２４个,互不联通、信息不全、数据矛盾的问题突出②.
(３)技术官员控制与有限的公众参与.智慧化环境治理的理念为“共建、共治、共享”,但是目前智

慧化环境治理建设过多强调政府层面从上至下的投资建设,而对自下往上的社区动力关注缺失③.比

如目前的城市规划,还是迷信“技术官员控制”或者以利润为导向,掺杂了很多城市资本运作的因素在

内④.信息化建设投入的核心目标是提高政府自身的治理效率和精准度,但是很多政府部门并没有从

根本上转变旧的治理模式和思路.

３．构建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面临的制度瓶颈

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所面临的最大制度瓶颈是数据权相关立法的空白.目前,有关数据权的权

属问题、权利救济途径、争端解决方式等都没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立法的滞后导致了智慧化环境

治理体系存在许多数据权利冲突问题.比如,生态环境大数据中涉及大量的企业排污和生产方面的

相关信息,而这些数据中同时可能夹杂着企业的商业信息,这些信息是否应该公布、怎样公布等问题,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另一方面,企业通过自身努力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和人力,开发和改进数据技术,但这些数据的保

护存在严重的法律瓶颈.目前相关数据纠纷仍主要通过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路

径加以解决,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⑤.

三、构建我国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的路径

１．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基础架构

(１)加强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推动信息标准化建设.应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
建构基础架构灵活的顶层设计,让各个省份依照国家层面的设计进行相应的智慧化和信息化建设,避
免信息标准不统一和平台无法对接的障碍,这样也可以保障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和真实性⑥.

这些标准体系的建设包括如下几个层面:在感知层,需要对传感器技术标准、传感器基础通用标

准、传感器方法标准、传感器产品标准、短距离传输与自组网技术标准等,统一制定并实施;在服务支

持层方面,需要能对接、整合和控制下层网络和感知层的各类信息和设备,并能对上提供整体、统一的

运行支撑;在应用层,需要对各部门物联网技术标准、数据传输标准、系统接口技术规范、网络安全标

准规范等进行明确.按照更为细致的环境信息化标准体系划分,应设立总体标准、应用标准、信息资

源标准等标准体系(详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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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环境信息化标准体系①

另一方面,环境治理行政机关内部也需要对自身的管理平台和数据进行统筹.以国家将要推行

的排污许可证为例,建议在国家层面,打通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环境统计、污染源普查、环境监

测、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系统,确定以排污许可证为唯一身份证的管理体制,实现排污企业在建设、
生产、关闭等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全过程管理,实现固定污染源管理信息的互联互通、一数多用,减少

重复申报,提高管理效能②.
(２)建立数据共享长效机制,推动信息共享.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的基础是环境治理信息的共建

共享,但是目前很多行政部门之间尚存在信息交互障碍,这一方面需要政府治理过程的重构,同时也

需要更高层级的行政机构进行协调和资源整合,推动部门和层级之间的信息共享.应建立专业领导

机制,以地方党委为组织领导并委任专门的首席信息官(CIO);应建立部门、上下级之间的数据联通和

共享机制,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要求,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共享③.

２．填补立法空白,保障数据安全和明确数据权属

(１)建立个人数据保护法律机制,保护公民隐私权.在生态环境大数据的运用中,必然涉及个人

隐私问题.政府应权衡数据开放和个人隐私保护,尽快出台«个人数据保护法»,促进数据的合理流

通,赋予公民个人数据权④.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数据权与财产利益相关,是随着社会发展而逐

步明确化和独立出来的新型人格权,其中包括了数据决定权、数据保密权、数据查询权、数据更正权、
数据封锁权、数据删除权等各类请求权⑤.这些权利均需要法律进行明确规定.

(２)建立数据财产权相关制度,明确数据权属.应明确从大数据采集、整合、存储、分析处理、公开

共享到大数据应用的行为规范准则和应用原则,和违反该行为规范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⑥.建立大数

据财产权的相关制度,明确大数据的财产属性、流转方式、侵权赔偿责任、数据争端解决方式、数据侵

权法律责任、数据监督的形式和范围等.
(３)完善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国家数据安全.我国«网络安全法»的出台为大数据安全起

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第３１条规定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范围,相关政府部门应根据此法条制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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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细化有关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规定.也可以参照国外经验,建立相关的数据

退出机制,将不必要的数据进行限时销毁,以确保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大数据应用安全①.

３．加快机制体制改革,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合性治理

(１)重构政府治理的权力运行过程,明确责任边界.目前,制约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的一个障碍

是,相关政府部门在环境数据的收集、应用、修改、上传、使用等方面的权责不明确.现在,许多政府内

部科室的运行逻辑,仍然是以自身便利为主.而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很可能会倒逼相关

行政部门依据技术的逻辑,对自身业务进行流程再造,对各个部门的责任进行重构②.
(２)部门协同和联动,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合性治理.在环境智慧化治理过程中,需要通过主体

之间的频繁跨界合作,对政府部门的业务流程再造,来增进公私机构间的合作,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服

务”,实现无缝隙治理③.这意味着政府需要从碎片化的治理中抽身出来,逐步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整

体性治理.

４．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实现智慧化的多元治理

智慧化环境治理的目标是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市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共建、共治、共享.实现

三者之间的信息互通、诉求沟通和治理联通(图４).

图４　智慧化的多元环境治理

(１)保证公众参与,提升市民参与意识.真正的智慧化环境治理,应该是能够用文化、体制和技术

凝聚全体市民的智慧,凝聚各种城市主体的力量,实现有机共存、合作共治、包容共享的共同体化的环

境治理④.首先,应提供环境治理的公众平台,供市民进行交流,实现环境诉求的互通;其次,应提供充

足的、均等化的环境公共产品;再次,应保证公众的参与,包括参与环境的决策.而保证公众参与的第

一步是“无门槛的信息公开”;第四,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使每个个体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参与到环境

治理事务当中.目前很多城市所开展的智慧化垃圾分类工作,其实质就是让每个市民个体都担负起

自身的环境治理责任.
(２)运用市场的力量,共建环境智慧化治理体系.政府并非创建大规模数据集的唯一实体.实际

上,政府所掌握的数据信息只占所有大数据信息的２０％.目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在智慧化环境治理

体系的建设方面尚未打开思路,仍期望依托政府一己之力完成庞大的信息化体系建设.智慧化环境

治理体系的建立,不仅需要前期的建设和投入,还需要后期的运营和维护.不论是基础信息化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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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网络安全的维护,还是信息的深度挖掘和分析,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①.目前,地级市及以下

智慧化环境治理平台的资金来源,仍然是地方财政的巨大问题.以深圳市盐田区环水局为例,虽然其

已经将智慧环水的项目初步建成,但是由于缺乏财政支持,只好将“智慧环水”项目搁置.实际上,政
府应该开拓思路,通过发展相关产业,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智慧化环境治理工作.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智慧化环境治理建设尚存在诸多问题,智慧化环境治理体系要发挥出其应

有的效能,还有赖于我国环境治理机制体制改革和相关立法的完善.同时,政府需要转变思路,充分

运用智慧化系统的优势,建立与公众之间的环境信息沟通平台,破除信息不对称性,使公众对环境信

息的享有更具有便捷性,鼓励公众参与环境公共事务决策,真正实现智慧化的多元环境治理,实现环

境治理的共建、共治和共享.

TheContentandConstructionPathofSmartEnvironmentalGovernance

GuoShaoqing
(InstituteofUrbanGovernance,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５１８０６０,P．R．China)

Abstract:SmartenvironmentalgovernanceisanimportantprojecttoprovidehighＧqualityenvironＧ
mentalservicestothepublicthroughinformationconstruction．However,therearestillmanychalＧ
lenges,includingtechnicalrisksandinstitutionalbottlenecks．InordertobreakthroughtheseobstaＧ
cles,itisnecessarytoimproverelatedlegislationandreformrelevantmechanisms．Also,thegovＧ
ernmentneedstobreakawayfromitsmonopolydecisionＧmakingmodel,tofullyutilizetheadvantaＧ

gesofintelligentsystems,toestablishaplatformforofferingtransparentenvironmentalinformaＧ
tion,torectifytheasymmetryofinformation,makingpublicaccesstoinformationmoreconvenient,

andtoencouragethepublictoparticipateinenvironmentalpublicaffairssoastorealizesmartmultiＧ

pleＧlevelenvironmentalgovernance．
Keywords:Smartenvironmentalgovernance;CoＧconstruction,coＧgovernanceandsharing;PathaＧ
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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