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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往往出现在不同的行政区划中，既表现出生态环境问题的共性，

也表现出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造成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属地治理”的失灵，亟待
革新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协同共治是一种旨在超越单一治理主体与破解跨区域范围的新型治理模式，与西部
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诉求高度契合，能够协调和平衡各方利益，凝聚利益相关者的思想共识，增强利
益相关者的内部合法性。因此，将协同共治嵌入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全过程，从理念构筑、法律
规制、组织保障、制度安排四个维度进行路径探索，大力推进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的协同共治，进一
步增强西部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源自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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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西部民族地区的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立足绿
色发展，重新审视西部民族地区既有的建设模式
与发展路径，一些地方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是以
牺牲生态环境换来的。因此，西部民族地区民众
在享受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势必承受破坏生态环
境的恶果。在西部民族地区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
题中，亟待解决的是跨域生态环境问题，这一问
题集中突显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和复杂
性，其蕴含着西部行政区划的限制与整体生态系
统之间的内在张力。传统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
境治理往往遵循属地管辖，各自治理本辖区内的
生态环境问题。然而，生态系统是一个彼此联结
的生命统一体，尤其生态环境破坏和生态环境污
染并不以行政区划为边界。西部民族地区行政区
划区块性与生态系统整体性之间的张力和矛盾，
加大了生态环境的治理难度，造成西部民族地区
属地管辖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在面对跨域生态环
境问题时效率低下。因此，破解西部民族地区跨
越生态环境问题急需革新治理方式。协同共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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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不断发展的结果，是一种旨
在超越单一治理主体与破解跨区域范围的新型治
理模式，主张社会组织、政府以及市场等多元治
理主体，在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下以共同参与、
对话协商的形式破解单一治理主体无法解决的治
理难题。这一治理理念与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
环境治理诉求高度契合，为破解当前西部民族地
区跨域生态环境难题提供了新的选择，但如何实
现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其逻辑
机理以及实践策略尚待进行整体性的剖析与审
视。因此，新时代需要深入剖析西部民族地区跨
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发生逻辑与价值逻辑，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
协 同 共 治 的 实 践 逻 辑， 这 对 于 西 部 民 族 地 区 实
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
意义。
一、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
发生逻辑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是一种不在
同 一 地 域 发 生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既 有“ 一 般 生

收稿日期：2020-10-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大理念’的制度实践与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15ZDC004）；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
基金项目“以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生态云南建设研究”（HX2019120312）。
第一作者：龙丽波（582419651@qq.com），讲师，博士。
引文格式：龙丽波 , 李梁 .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逻辑理路 [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1,15(1):
10-16.

10

态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等普遍共性特
点”[1]，又体现了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
题 本 身 的 独 特 性。 具 体 而 言， 西 部 民 族 地 区 跨
域生态环境问题往往出现在两个及以上的行政区
域，生态环境问题一旦出现，囿于西部民族地区
行政区划的掣肘以及信息交流的边界阻滞，会大
幅度降低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现概率，既影响西部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效果和治理效率，
又存在爆发生态环境冲突的重大西部社会风险。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共性与个性特
点直接决定了对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精准治理，
单纯依靠地方政府传统的属地管辖是行不通的，
必须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发力实现协同共治。
从这一层面来看，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
题与协同共治之间存在逻辑关联。
（一）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
源自生态资源蕴含的本质特性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源所蕴含的本质特性是
协同共治的前提条件。其一，西部民族地区生态
资源具有公共属性。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资源是
具有公共属性的公共资源，它兼具非竞争性与非
排他性的特征，这一特征内在地提出了跨域生态
环境协同共治的要求。具体而言，因为西部民族
地区跨域生态资源产权边界不明晰，极易出现条
块分割治理现象，往往在治理层面出现“公地悲
剧”。协同共治借助对话合作的模式破解不同地
域之间的生态环境问题，极大地提高西部民族地
区的公共生态利益，满足西部民族地区人民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需求。其二，西部民族地区生态
资源具有外部属性。外部属性集中体现在正外部
属性与负外部属性两个方面，其中负外部属性是
指 西 部 民 族 地 区 生 态 的 整 体 性 特 点， 某 一 地 域
的生态污染将使邻近的其他地域也遭受污染。不
管是哪一种外部属性都会直接影响西部地方政府
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彻底解决西部民族地
区跨域生态环境的外部属性难题，需要借助协同
共治使不同地域的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政策的精
准制定与严格执行上实现协同联动，将外部属性
生态环境问题转化为内部属性生态环境问题。其
三，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源具有整体属性。西部
民族地区生态资源不同要素是“彼此影响和联系
的生命共同体”[2]，主要体现在空间上的关联性
和时间上的持续性，即生态系统是在历史发展进
程中生成的，并直接影响着下一历史发展进程，
而某一地域的生态环境状态也会影响毗邻地域的
生态环境状况。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的

公共属性、外部属性以及整体属性内在决定了必
须进行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不能仅仅依靠西
部民族地区行政区划，而是需要以西部民族地区
生态功能区为依托，充分遵循生态系统的自身规
律， 借 助 协 同 共 治 模 式， 将 相 关 利 益 主 体 聚 合
起 来， 彻 底 扭 转 传 统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各 自 为 战 的
分 割 局 面， 进 而 推 动 多 元 利 益 主 体 的 行 动 趋 于
一致。
（二）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
源自传统属地管辖效率低下
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必须
对本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负责”[3]。这直接决定了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方式基本是政府主导
的属地管辖，尽管这一治理方式显示出了一定的
优势，能够保证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生态环
境政策执行力，属地管辖能够明晰西部民族地区
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职责，方便上级政府的
生态环境治理评估和考核。但是，这一治理模式
也存在严重的弊端。具体而言，西部民族地区地
方政府主导原则在增加政府负担的同时，又挤压
了西部社会组织以及企业等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
空间，消解了这些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属地管辖极易出现西部民族地区地
方政府职能分割、行政分割等生态环境治理碎片
化问题，严重束缚了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不同
部门生态环境治理的手脚，使生态环境治理效果
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低下的
现象。西部民族地区行政区划客观上导致了生态
环境治理的限制，使西部地方政府在跨域生态环
境治理上往往采取“各自为战”的治理策略。直
接导致了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
低下：其一，西部民族地区不同行政区划间没有
形成统一的治理任务、监测机制、治理规范以及
惩处机制，造成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各行
其是。其二，行政壁垒也加大了西部民族地区地
方政府生态资源整合以及信息共享的难度，致使
出现协调沟通不畅的问题。其三，西部民族地区
地方政府属地管辖仅限于本区域，不能越界治理，
即便大幅度提高了自身区域内的生态环境治理状
况，也无法有效改善毗邻区域的生态环境。恰恰
相反，因为生态环境问题的外溢性，从其他区域
流入的污染直接冲抵了本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效
益。相比较再继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成本，西部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往往选择“搭便车”的生态环
境治理策略，导致生态环境治理不理想，甚至出
现治理效率低下现象。因此，为了有效扭转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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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管辖效率低下的局面，必须打破西部民族地
区行政区划的生态环境治理边界，建构西部民族
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机制，以西部民族地区生
态功能区为基本单位，精准规划并严格实施生态
环境治理方案，整合生态功能区内的资源和信息，
协同共治和统筹安排，从而使西部民族地区的生
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进一步满足西部人民的美
好生态需求。
（三）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
源自不同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失衡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失衡，是不同
区域之间存在的生态环境治理理念以及治理能力
的差异，共同导致生态环境治理出现失衡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不同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失衡集中体
现为治理理念的失衡与治理能力的失衡。其一，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的失衡。西部民
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的失衡受到西部地方经
济发展程度的直接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较为
发达的地区，率先走过了经济发展造成生态破坏
的发展阶段，在饱尝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的恶果
之后，深刻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而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尚处于
谋求经济增长的阶段，“生态环境治理优先理念
滞后”[4]，导致生态破坏和生态污染难以有效避免。
此时，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追求绿色
发展与经济滞后地区追求经济飞速发展的观念之
间出现了严重冲突，导致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
间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的冲突与失衡，无法在生态
环境治理上形成治理合力。其二，西部民族地区
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失衡。这是由于西部民族地
区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资金投入等层
面出现巨大差异。毋庸置疑，资金投入是西部民
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物质基石，不仅受到本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束缚，也受到西部民族地区地
方生态环境政策的制约，反映了西部民族地区地
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层面上的政策倾斜和活动
范围。以我国西南地区为例，云南、广西两省的
生态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相近，但在生态环境治
理的资金投入上差异较大，这一差异导致了两省
不同区域之间的生态环境治理效果差别显著，使
人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一系列生态环境治理的深层
次问题。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资金投
入的失衡，直接影响了不同地区生态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优质产品供给的格局，进而造成西部民
族地区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技术等层
面的失衡。因此，破解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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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的失衡问题，需要打破西部民族地区行政
权力的限制和行政区划的制约，建构精准科学的
生态补偿和外部信息共享机制，形成西部民族地
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格局，使西部民族地区
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流动更加合理畅通，使处于
不同区域的西部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更
加有序均衡。
二、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
价值逻辑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是将协
同共治理念嵌入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一
种尝试和探索，具体是两个及以上的行政区划范
围之内，西部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社会组织、
公众以及企业等多元治理主体在科学安排下，以
平等协同的方式共同参与西部民族地区的跨域生
态环境治理，不断满足西部人民的美好生态需求。
其本质就是借助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
彻底打破西部民族地区行政区划带来的生态环境
治理限制，超越市场和政府的条块分割，使多元
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协同共治格局。作为一种新型
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是
解决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实现西部
民族地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式。
（一）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
能够协调平衡各方利益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涉及相关利
益主体的多元价值偏好，而协同共治能够有效协
调平衡各方利益。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
题何以如此棘手复杂，关键在于涉及利益相关者
的多元价值偏好。其一，从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系
统来看，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诸多利益相关者涉
及生态破坏者、生态消费者、生态保护者以及生
态受害者等，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复合叠加，形
成纷繁复杂的利益交织网。其二，从西部民族地
区的政治社会来看，跨域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公众、
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由此衍生出跨
域西部地方政府之间、跨域西部地方政府与公众、
跨域西部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公众之间的利
益关系等庞杂利益关系网。利益相关者众多且具
有多元价值偏好，而价值偏好之间的差异就成为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深度掣肘。不
同区域的西部地方政府在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层
面上存在不同的价值排序和偏好选择，有些西部
地方政府偏向经济利益，以牺牲和破坏生态利益
追求经济增长，甚至模糊生态政策调控范围，“将
无法界定的生态环境问题推诿给他方”[5]，导致

跨域生态污染层出不穷。即便在西部民族地区整
体生态利益一致的背景下，不同区域内的个体生
态利益追求也各不相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不同西部地方政府在价值取向以及行为选择层面
上，往往基于本区域内的眼前和局部利益，造成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低下。而协
同共治面对的是多元目标共存以及目标之间冲突
的复杂情况，不仅能够借助协同共治实现共同目
标，还能够协调平衡各方利益，最大限度缓解西
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冲突和利益
博弈。
（二）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
能够凝聚利益相关者的思想共识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
依靠利益相关者的思想共识，而协同共治有利于
凝聚利益相关者的思想共识。由于利益相关者在
行动选择、价值观念、文化背景以及利益诉求等
层面存在差异和冲突，导致他们对西部民族地区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无法达成一致的思想共识。
“区
域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往往存在普遍矛盾，即区域
生态本是一体，而诸多治理主体的认知却是分裂
的”[6]。就跨域生态环境问题而言，诸多利益相
关者在个人与整体利益上的选择、生态与经济利
益的取舍、长远与眼前利益的考量、生态保护与
消费的平衡等层面存在不同认知，导致西部民族
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界定以及破解策略难以形
成共识，从而出现过度消费生态资源、片面追求
经济增长以及生态责任缺失等问题，其恶果就是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效果低下。而协
同共治为诸多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平等对话、协商
合作的平台，利益相关者借助整合、沟通、讨论
等对跨域生态问题达成共识并制定一致的生态环
境治理方案。从利益相关者的集体行动来看，思
想共识是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
思想前提，正如斯科特所言，“思想共识是使行
为主体遵循制度的基础”[7]。对于西部民族地区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来说，思想共识的凝聚意味着
诸多利益相关者对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破解方案的
认同，这为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集
体行动夯实了思想根基。
（三）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
能够增强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协调性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关
键在于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彼此信任，协同共治能
够基于彼此信任，进一步增强利益相关者的内部
协调性。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西

部地方政府、企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通力合作
才能有效解决，而协同共治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
础 之 上。“ 信 任 是 一 种 源 自 内 心 深 处 的 态 度，
信任某人的行动或者使周遭环境契合自己的期
盼”[8]。信任在人类理性交往过程中起着重大作
用，是人们交互活动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人们集
体行为的粘合剂。信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原真反
映，如果人们之间信任缺失，那么人们将被恐惧
包围和支配，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在西部民族
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中，信任是不能缺少的治
理资本，信任能够降低生态环境治理成本，维护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稳定关系。如果西部民族地区
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企业、公众、社会组织以
及地方政府能够形成高度信任的关系，在跨域生
态环境治理中就会减少甚至杜绝损害他者生态利
益以及牺牲公共生态利益换取个体利益的情况，
这将极大地提高跨域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大幅度
提升西部民族地区的公共生态利益。对于西部民
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来说，协同共治能够借
助建构信任关系重塑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协调性，
即多元治理主体对于治理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产
生了强烈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协同共治为利益相
关者提供了平等对话平台，能够平衡诸多利益相
关者的多元价值偏好，凝聚利益相关者的思想共
识。这些有助于塑造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由此衍生出对各方行动规制以及彼此身份的认
同，进一步增强了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
题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协调性，为西部民族地区跨
域生态环境治理夯实组织基础，增强彼此之间的
依赖性和稳定性，有效凝聚思想共识和利益协调，
为协同共治提供内在激励，使利益相关者积极参
与西部民族地区的跨域生态环境治理。
三、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
实践逻辑
新时代西部民族地区要想实现跨域生态环境
协同共治，需要从理念构筑、法律规制、组织保障、
制度安排四个维度进行路径探索，大力推进西部
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进程，进一步
增强西部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源自良好生态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理念构筑：培育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
态环境协同共治理念
西部民族地区要实现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
治，需要着眼于以下几方面：其一，培育各方利
益相关者的协同共治理念。理念指引行动，西部
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利益相关者所秉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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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向会对其行为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培育各方利益相关者对于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
环境治理的协同共治理念，将其视为协调利益冲
突的关键价值标准，是实现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
态环境协同共治的内在驱动力。一方面，要培育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利益相关者的公
共精神。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跨越个体功利目的
和狭隘眼界，关怀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推进公共利
益提高的行为和思想，是促进社会成员超越个体
狭隘立场，进而高度聚焦公共问题并生成公共价
值的前提条件。唯有在理念上形成共识，诸多利
益相关者才能在治理行动中保持步调一致。另一
方面，要加强利益相关者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责
任担当。需要加强利益相关者参与西部民族地区
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担当，为跨域生态环境
协同共治夯实思想根基，激发生态环境治理主动
性和积极性。其二，加强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
环境治理的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往往借助信
任、规范、社会关系网等，促使利益相关者通过
合作大幅度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具体而言，
信任在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中，
是一项降低治理成本和增加互惠的灵魂治理手
段。可以通过规范，进一步约束利益相关者的行
为，使各方在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中按照规章制度
行事，保障在不损害他人生态利益的基础上追求
自身利益。西部地方政府与社会成员如果可以建
构融洽的社会关系网，能够有效增强对跨域生态
环境协同共治的正向影响，融洽的社会关系网意
味着彼此之间信任度高、参与水平高以及交流畅
通，这种融洽的社会关系网有利于促进跨域生态
环境协同共治的行动一致。因此，通过信任、规
范以及社会关系加强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
治理的社会资本积累，提高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
实效性。
（二）法律规制：完善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
态环境协同共治的法律体系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需要健
全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后盾。一方面，以健全完
善的法律体系为协调各方利益提供科学依据。可
以说，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就是利益问题，保护
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从纵向上来看，如果处理
不好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
系， 那 么 在 西 部 社 会 发 展 中 就 会 出 现 侧 重 经 济
利 益 而 不 顾 生 态 利 益 的 现 象。 从 横 向 上 来 看，
如果西部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得到妥善
处理，那么就会造成不同区域之间缺乏良好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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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进而阻滞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进程。
为此，需要借助法律体系，以法律手段确立生态
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界限，并使西部民族地区不同
区域之间的生态利益得到平衡，维护西部民族地
区不同区域之间的生态公平。另一方面，借助法
律体系约束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
的行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降低西部民族地区
生态环境治理成本，生成强有力的协同共治机制。
在涉及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方面，
《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建立跨
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
制”[9]，但没有地方与区域跨域治理的相关规定。
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怎样建构科学合理的协同
机制、怎样划分职能责任、怎样分配利益，需要
着眼于以下两方面：其一制定西部民族地区跨域
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确立西部地方政府、
相关跨域协同部门在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治理
主体地位，赋予其治理权限和法律地位，确保其
参与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执法权。
其二精准化规定西部地方政府在跨域生态环境治
理中的职能责任、评估考核以及权力行使等，使
其上升到可操作化的高度，以法律形式确立西部
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协同规范。
（三）组织保障：建构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
态环境协同共治的组织机构
权威性的生态环境治理机构能够极大地提高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力度和治
理效率。在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
需要探索和组建跨域性生态环境治理协调机构，
由西部地方政府牵头，毗邻地区和相关部门作为
成员参与到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小组
中，负责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协调工作，
“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责任”[10]，加大
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工作力度，以强有力的生态环
境治理组织机构为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
同共治提供组织保障。具体而言，从区域来看，
组建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领导小
组，由西部地方党政领导组成，负责跨域生态环
境治理的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同时组建跨域
生态环境协同共治委员会，由西部民族地区相关
部门领导组成，全面贯彻领导小组的政策和措施，
实时汇报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进展，加强不同
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交流，发挥信息共享与协调
统筹的联动作用。从地方来看，需要建立跨域生
态环境协同共治小组，专门负责不同区域之间生
态环境协同共治的沟通协调工作，同时做好治理

评价与监督工作。此外，还需要建立由科研机构
与专业人员组成的咨询机构，精准论证生态环境
治理方案的科学性以及相关问题的咨询，建立由
媒体、公众和社会组织共同组成的生态环境治理
监督机制，全方位监督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全
过程，推进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
的良性发展。
（四）制度安排：创新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
态环境协同共治的机制
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全面
推进需要在操作维度上供给整体性的制度安排。
精准科学地建构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
共治的机制，全面实现社会公众、政府、市场等
生态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是当前破解跨域生态环
境问题的重要任务。为此，需要着眼于以下几方
面：其一，建立民主科学的决策协同机制。激励
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共享
生态环境治理决策权，借助联席会议协商讨论生
态环境问题的科学界定以及破解方案，使决策能
够覆盖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最大限度加强各方
对生态环境治理决策的认同感。其二，建立包容
开放的生态环境治理参与执行机制。把社会公众、
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都纳入西
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体系中，让他
们都成为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重要的
行动者，依据他们不同的功能和优势赋予适当的
定位与角色，构建科学分工、权责明晰以及充满
活力的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网络。其三，建立立体
高效的生态环境治理沟通协调机制。增强西部民
族地区不同地方政府间的联系沟通，加快彼此之
间的信息共享与流动，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应急
能力，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治理成本。同时，西
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需要及时公布生态信息，切
实保障社会成员的知情权，增强地方政府的公信
力。其四，建立科学精准的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
府绩效考核机制。将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积极
参与跨域生态环境治理活动纳入考核内容，包括
各部门是否主动参与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环
境治理是否能够产出稳定的效益，生态环境治理
规划是不是具有持久的适用性。其五，建立长效
公平的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生态环
境冲突与矛盾的根源往往来源于利益博弈，实现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切入口在于破解利益共

容难题。为此，“需要建立长效公平的生态补偿
机制”[11]，借助政策措施把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
性精准转变为内部化，让良好生态的受益者支付
相适的费用，使生态环境保护者与建设者得到相
适的补偿，确保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协同
共治能够长久实施，满足西部民族地区人民对美
好生态环境的需求。
四、结语
当前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着
属地管辖效率低下问题，但这些问题不能否定西
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转型的价值与
前景。面对西部民族地区对美好生态需求的整体
升级，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嵌入
协同共治的治理体系，精准调节和平衡利益相关
者的利益博弈与价值分歧，凝聚利益相关者的思
想共识，增强利益相关者的内部协调性，以理念
构筑、法律规制、组织保障、制度安排等协同共
治方式破解西部民族地区跨域生态环境问题，进
一步增强西部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源自良好生态
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参考文献：
[1]

王芳 . 冲突与合作 : 跨界环境风险治理的难题与对策——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4(5):78-85.

[2]

阳志标 . 生命共同体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高点 [J].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N]. 人民日报 ,2014-7-25(8).

[4]

龙丽波 , 李梁 . 论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整体性逻辑 [J]. 中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38-43.

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0,14(1):1-7.
[5]

杨妍 , 孙涛 . 跨区域环境治理与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研究 [J].

[6]

余敏江 . 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

中国行政管理 ,2009(1):66-69.
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J]. 理论探讨 ,2013(2):13-17.
[7]

W·理查德·斯科特 .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
益 [M]. 姚 伟 , 王 黎 芳 , 译 , 北 京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
2010:59.

[8]

郑也夫 . 信任论 [M]. 北京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19.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N]. 人民日报 ,2014-7-25(8).

[10] 龙丽波 , 李梁 . 论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重大理论创新 [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0,14(3):1-7.
[11] 汪亚光 . 宁夏森林生态补偿政策创新与实践探索 [J]. 北方民
族大学学报 ,2020(1):171-176.

[ 本文编校：罗

列]

15

The Logic of Trans-regional Eco-environmental Co-governance in the
Western Ethnic Areas
LONG Libo1, LI Liang2
(1.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2. Yun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Kunming 650205,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regional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western minority areas often appear in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territorial entity, which not only have the generality of the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but also embody
the uniqueness of the trans-regional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western minority areas, the failure of “territorial
governance”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west areas needs to be reformed urgently. Co-governance is a new
governance model which aims to transcend the single governance subject and solve the trans-regional scope, and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demands of trans-regional ec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west ethnic areas, and can
coordinate and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agglomerate the thought consensus of the stakeholders,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legitimacy of the stakeholders. Therefore, co-governance will be embedd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olving transregional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west ethnic areas, and the path will be explored from four dimensions: Idea
Construction, legal regulation,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we will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governance of the trans-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west areas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of the people in the west areas of ethnic minorities from a sou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west ethnic areas; trans-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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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arx’s Thou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Guidance to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ZHANG Ning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Abstract: Marx’s thou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ity of nature and the initiative of man to nature and the 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opposes the capitalist form of human centralism, criticizes the oppression of labor nature by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reveals the fact that capital logic makes nature fully capitalized and alienated, expresses sympathy for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proletariat, has distinct political and people’s stand, and reasonably presupposes the ideal social form of
“unity of humanitarianism, naturalism and communism”. Marx’s thou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actice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by emphasizing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Marx’s thought of “natural first theory”; By promoting the unity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Marx’s “dialectical unity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conserving” circular economy,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Marx’s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y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green production,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Marx’s “labor intermediary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y advocating a new way of life with low
carbon and green,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Marx’s “value contradiction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value point of view,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dheres to Marx’s thought of
“people’s subject theory”.
Keywords: humanized nature; labor alienation; metabolize;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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