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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冲突迈向环境治理
———近 10 年来中国环境社会科学的研究转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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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环境冲突时有发生，

环境研究的社会科学属性得以被重视与挖掘。对近 10 年中国环境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指向及发展

脉络进行梳理后发现，环境社会科学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早期多集中于环境冲突研究，且大致可以划归

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宏观视角主要关注环境冲突生成的社会背景与外部结构性动因，微观视角主要关

注环境冲突爆发背后参与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风险认知、文化及性别、情感、社会网络关系等因素。随

着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生态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环境社会科学的

研究开始转向环境治理，环境政治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环境管理等学科对环境治理问题贡献了本

学科的智慧，共同推动了环境社会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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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注环境保护: 环境社会科学的起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产生了环境污染加剧、资源损耗严重以及生态环

境破坏等一系列系统性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环境问题长期被视作自然科学

领域研究的专属，环境问题研究重点关注技术革新、污染消除和生态修复等环境技术工程方面的

问题［1］。伴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学界逐渐认识到，环境研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传统的单

一自然学科视域无法把握其完整面向，因此，长期被忽略的环境问题研究的社会科学属性得以被

重视。

目前学界对于环境社会科学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但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理解环境社会科

学的属性。从整体上看，环境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研究视角，以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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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研究［2］。从结构上看，环境社会科学是由诸多子学科所组成的一门跨领域

的学科群。从内容上看，多元学科背景下的研究者基于自身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专业背

景开展学术研究，因而产生了环境政治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和环境管理学等一系列新兴学

科。从研究价值上看，环境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不断重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

系，另一方面它们亦分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环境问题研究进行理论建构与范式更新，以期为有

效治理环境冲突提供更完整的学理支撑与治理方案。

从学科发展的脉络来看，国外环境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起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这一时

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凸显，“伦敦烟雾事件”“水俣病事件”“四日市气喘病事件”等环境公害

事件爆发，引起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研究者的重视，他们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促成了相关环境社会

科学学科的产生。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化和环境治理途径的多元化，西方政

治学者开始关注环境研究，环境政治学应运而生［3］。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邓拉普提出传

统社会学研究严重忽视了自然环境这一维度，他主张系统地分析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

由此开创了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4］。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西方发达国家的环

境立法与学科研究共同促成了现代环境法学的诞生。

随着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显现，中国政府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72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

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事业拉开了大幕，在此之后，国内学者开始研究环境问题，并引进

西方国家环境社会科学的理论加以借鉴，环境社会科学得以产生并发展。例如，环境管理工作及

其学科研究是从 1972 年，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之后开始兴

起的［5］。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环境政治学开始传入中国，被学者界定为一门借助政治学理论和

方法来分析并解决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学科，它主要关注的议题包括环境政治理论、环境政党与

运动、政府环境政策与治理、国际环境政治与合作四个领域［6］。肇始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

环境社会学从早期零星介绍西方理论到结合本土环境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从侧重人与环境相互作

用基本原理的分析到探讨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影响，直至当前结合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有

效的环境政策，研究脉络清晰可陈。

总体上看，中国的环境社会科学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在 21 世纪开始“行驶在快车道上”，尤其

在近 10 年呈现出良好的学科发展态势，较好地回应了现实问题。虽然不同学科由于研究视角和

关注重点的不同，所聚焦的具体研究议题存在些许差异，但从整体上看，环境社会科学有着共同的

学术旨趣，研究议题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演进脉络，即从关注环境冲突( 环境事件) 迈向环境治理，

为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二、剖析环境冲突: 环境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与微观视角

捕捉问题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前提，亦是促进学科发展的内驱动力。在 21 世纪的前 10

年，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环境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影响了人民

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稳定，成为环境社会科学重点关注的领域。作为一项典型的利益诉求表达，环

境冲突指的是由于生态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维权行为［7］，它常被视作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

式［8］。从发生地域来看，环境冲突( 环境群体性事件) 既有发生在城市之中( 邻避事件、PX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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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也有发生农村地区( 相关污染事件) 的事件; 从形式上来看，既有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也有小规模的事件; 从影响范围来看，既有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影响的事件，也有在区域范围内造成

影响的事件; 从抗争结果来看，既有取得较好结果的事件，也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的事件。虽然环

境冲突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但却有主体全民化、发生形式的刚性化、反抗策略的前移化、诉求目标

多元化等特征［9］。从发展路径上来看，中国的环境冲突基本遵循“理性表达”和体制内的“利益诉

求”—“诉求得不到回应”—“抗争升级”与“暴力冲突”—“政府介入”—“回应诉求”—“抗争平息”

的演化路径［10］。环境社会科学对于环境冲突的研究主要以环境社会学为主，其他学科也有涉及，

大致可以分为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

1． 宏观结构视角

环境社会科学对环境冲突研究的宏观视角主要关注环境冲突生成的社会背景与外部结构性

动因。从表面上看基层政府与企业会形成一种难以突破的“利益合谋”，这种“政经一体化”机制

牢不可破，因而常使基层民众的环境抗争困难重重［11］。但同时这也显示出现代社会的“技术”与

“知识”有较高“门槛”，它们常与“权力”与“资本”挂钩并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从冲突地域来

看，城市环境冲突与农村环境冲突面临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结构性动因。

( 1) 城市环境冲突

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有着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与文化素质，在冲突群体中甚至不乏社

会精英。城市环境冲突的主体一般会优先采取制度内的方式与政府进行对话，他们往往会基于多

方考量，科学审慎地做出相对合理的抗争策略。引致城市环境冲突爆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

包括: 精英联盟对抗议程建构、媒体的情绪化传播以及地方政府的不当回应，这些因素的组合发酵

共同引起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成［12］。在城市环境冲突的研究中，邻避

抗争这一特殊的环境冲突尤为值得关注，它主要是指城市周边居民因担心垃圾焚烧处理厂、化工

厂、殡仪馆等公共项目的“公共效益”由全社会成员无差别享有，但其“负外部效应”却由周边居民

有差别承担而生成的群体性环境抗争行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与转型时期都曾经

历过邻避冲突，直到今天，因兴建邻避设施而产生的集体“公共利益”与其可能带来的对个人“私人

利益”造成侵害之间的矛盾依旧无法调和，地方政府在邻避治理中时常陷入“经济发展”与“基层

维稳”的矛盾而难以取舍。

( 2) 农村环境冲突

与城市环境冲突相比，农村独特的政治机会结构无形之中为农村环境冲突提供了条件［13］，具

体包含:①结构性机会，包括选举与“乡政村治”、环境诉讼、寻求专家学者和民间环境组织帮助、信

访等;②象征性机会，包括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对环保问题的强调、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

间的张力以及农民维权被镇压的危险明显减少等［14］。作为环境冲突主体的农民在与企业、基层

政府的博弈中常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常面临资本与信息匮乏且制度化渠道不畅等问题，对他们而

言，制度内的维权方式成本高但收效低，因此，他们惯用低成本且见效快的体制外抗争或者体制边

缘抗争策略［15］。这种环境策略欠缺周密且科学的考量，也缺乏合法组织与理性引导，政府一旦干

预不慎就极易演化为情绪化的“暴民政治”。因此农村环境冲突常被官方定性为环境群体性事件，

易受压制，从而对环境冲突主体造成二次伤害［1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环境冲突有着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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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特征，与传统印象中将农民认定为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不同，农民在环境抗争中并不完全处

于弱势地位，其弱者身份可发挥隐形力量作为武器进行环境抗争［17］。值得关注的是，农村环境冲

突在生成的过程中更依赖于农村精英的动员，他们的资源动员能力及其人生经历能够促使其成为

环境抗争的领导者。因此，农村环境冲突的趋势和走向与这些农村精英的“造势”与“控势”能力

密不可分［18］。

从宏观结构视角来审视环境冲突可以发现，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环境冲突的发生与演变、形

式与策略、效果与后果无不受到现有政治体制机制与政治机会结构的形塑、规范与限制［19］。

2． 微观行动视角

不同于环境冲突研究的宏观视角侧重从制度、体制等外在结构视角寻找环境抗争的解释性框

架，环境冲突研究的微观视角则聚焦于环境冲突中的具体行动者，主要探讨的是环境冲突爆发背

后参与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风险认知、文化及性别、情感、社会网络关系等因素在环境抗争中所发

挥的作用。

( 1) 心理与风险认知研究

此类研究聚焦环境冲突爆发背后的大众心理、风险认知、群体焦虑等因素，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包括: 陈涛等认为社会转型期的底层怨恨心理是环境抗争中的重要解释性变量，它包括由“怨”到

“恨”，由个体到群体，由原生到次生演化逻辑与再生机制［20］。张乐等指出社区压力与从众心理、

社会信任缺失、无效风险沟通以及居民过度风险想象等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的联合作用致使孤立

的个体行动演化为群体性的大规模冲突成为可能［21］。谭爽和张郁指出抗争者个体与群体的焦虑

心理，与环境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滋生、蔓延乃至扩散的生成机理密切相关［22－23］。陈丽君等指出

个体风险认知评估和风险感知情绪会逐步蔓延直至引发环境冲突的爆发［24］。

( 2) 文化及性别研究

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包括: 景军认为地域文化和传统宗族组织在环境抗争所起的影响难以

忽略［25］; 陈阿江指出目前以技术主导的学术研究与治理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太湖流域的生态

问题，因为水污染的治理还内含着更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层面的问题，因此解决环境问题要从解决

人的问题入手即解决人的行为和观念［26］。性别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包括: 黛安·罗谢瑞等关注了

性别角色与环境抗争之间的关联，他们的研究显示环境抗争是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崭新领地，社

会对于女性的权利、角色、责任的政治定义有了全新认识，女性渴望通过参与群体和组织活动“找

到声音”并“获得支持”［27］，在环境抗争中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规约与女性作为抗争主体的呈现出现

了并存的现象［28］。

( 3) 情感研究

“情感”往往是环境冲突研究中易于被遗忘的逻辑链条，情感研究主要揭示“情感认同”的组

织化功能及其在环境冲突中对凝聚力的维系所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29］。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

包括: 张金俊构建了“诉苦型上访”这一分析框架来解释农民在面对环境冲突之时如何寻求现代国

家权力的有效支持［30］。罗亚娟提出了“依情理抗争”的理论解释框架，即因环境冲突而产生的行

为理据、策略选择与目标制定都在情理框架及其规范体系内［31］。对此，程军等持类似观点，他们

的研究以“情感逻辑”为框架分析和解释中国环境冲突，并指出情感逻辑易于被忽视，但它们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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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治理、技术治理可一起丰富环境治理的理论视野［32］。除此之外，其他学者还提出了“依法抗

争”［33］和“以法抗争”［34］与“以身抗争”［35］等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不断拓宽微观行动视角

下环境冲突研究的理论视野。

( 4) 社会网络关系研究

社会网络关系在环境冲突中的调节效应也不断被证明，冯仕政指出中国城镇居民在面临环境

危害时深受差序格局的影响，他们之所以有抗争或沉默等行为差异，是由于在“差序格局”的影响

之下，不同个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着他们环境抗争的行为选择［36］。不仅城

镇居民环境抗争行动受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差序格局”影响，农村环境抗争也深受“差序礼义”为

特征的规范框架的约束，如找村干部调解、要求企业主履行约定、填堵排污沟、拒绝签字同意企业

恢复生产、挖道路、灭锅炉、被动卷入暴力冲突、到市及省政府上访，都是在以“差序礼仪”为引导之

下进行的行动策略选择［37］。

以微观行动视角来审视环境冲突可以发现，环境冲突的演化固然受当前社会背景与外部结构

性动因的形塑，但环境冲突进程中参与个体或群体的身份、心理、情感、性别与文化等解释性变量

在环境抗争中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转向环境治理: 环境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议题

在以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视角剖析我国环境冲突的演化机理时，我们发现环境社会科学研究并

不局限于刻画与深描环境冲突的演化机理，而更进一步导向于针对环境冲突的消解与环境问题的

治理，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向引领环境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同时也揭示了环境治理研究

并非一项独立行动，而应内嵌于环境政治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环境管理学等多元交叉学科

视角之下寻求环境问题的深层致因与治理方案，以期为环境治理研究贡献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品

格的学术研究成果。

1． 环境治理研究的政治学维度

当前我国环境治理仍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统一监督管理和分级分部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管

理体制，这套体制在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和愈演愈烈的环境冲突时，日益暴露出治理结

构固化、治理主体地位构成不合理、角色扮演刻板化和管控关系定型化等一系列问题［38］。造成当

前我国环境管理体制运转效能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一方面，与中国治理结构有关，如政社关

系上的国家统合主义，央地关系上的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公共治理上的运动式治理，公共政策上

的凝闭型体制、压力型体制、晋升锦标赛与悬浮型基层政权等［39］。另一方面，还与基层政府的治

理实践密不可分，如基层官员受惯性维稳思维的引导，倾向于采用“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治理

环境风险，具体外显为治理权力的垄断、行政决策的隐蔽、被动反应方式的格式化以及递阶强制型

治理机制等特征［40］。

因此，当前中国环境治理模式仍有着浓厚的威权主义色彩，学界呼吁环境冲突治理的效能提

升应寄希望于治理结构与治理策略的优化，即通过引入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实现政府强制型治理

模式向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转换，以实现环境治理的模式转换和路径创新［41］。具有代表性的学

术观点包括: 高军波等提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 G－M－S) 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引导不同主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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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行诉求表达与利益协商［42］。于鹏等提出政府应摆脱维稳式思维定式，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沟

通和对话磋商的长效机制［43］。张紧跟提出应建立政府、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多元协商治理制度［44］。

谭爽提出政府应从主导方退到协调者的位置，以此充分发挥社会多元主体的结构优势［45］。

随着公众生活水平和环保意识的提升，不少公民和社会组织均积极投身环保运动，关于环境

社会组织的研究日益成为环境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不可否认，从理论上来看，公民及环境社会组

织通过发挥自身影响力进而影响政府、企业等主体的环境决策和治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

补单一政府的主体局限性，实现环境善治、社会稳定以及维护群众利益的治理目标［46］。不过从现

实来看，中国的环境社会组织面临发声空间狭窄、沟通渠道不畅、行动受限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其

本应发挥的“桥梁”功能难以显现，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民间草根性环保组织上，由于它们

在真实的“政治机会环境”面前并未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在冲突中它们选择观望甚至“主动划清

界限”的心态与立场明显［47］，对此，学界对环境社会组织在环境冲突中究竟是扮演“缺席”亦或是

“在场”这一问题开展了诸多探讨与争鸣［48］。不过从目前的环境治理实践来看，中国的环境治理

体制已经慢慢注入了环境公民社会的元素，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逐渐由僵化走向优

化，这为环境善治的实现提供了基础［49］。

2． 环境治理研究的社会学维度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包括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环境问题以及环境行为［50］。环境社

会学研究关怀的是环境治理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强调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关怀出发去研究环境问

题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动性和因果性的机制，最终指向环境状况的改善或者环境问题的解决［51］。

与其他学科相比，环境社会学有着鲜明的“社会学”的学科烙印。具体而言，从研究方法上来

看，环境社会学秉持社会学研究的衣钵，研究过程中忌讳理论推演式的“规范研究”，主张深入现场

进行“实证研究”，以期获得对研究问题的“全景式扫描”。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 陈阿江等

对科尔沁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生态脆弱区域陷入“贫困恶性循环”［52］。

还有学者研究了农村秸秆焚烧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以及政府禁烧政策何以失灵的问题［53］。

从研究内容来看，环境社会学研究多将社会学理论框架应用于实际问题研究，研究者希望以社会

学的理论之眼透视环境治理背后复杂的“人类”与人类社会［54］。洪大用基于社会学理论视角关注

了企业环境行为，他指出当前环境社会学整体上对于企业环境行为关注不够，社会学研究者应加

强企业行为研究，不断丰富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加强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创新［55］。顾辉以环境

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研究了涉环保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如何建构的问题［56］。陈阿江及

其团队基于太湖等实地水环境研究提出了 EESD 这一理想类型，即经济、环境、社会多赢的发展类

型，称之为 EESD 型( Ecological，Economical，and Social Development) ［57－58］，这是人与自然良性运行

的发展模式，即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保护环境提供了动力，也

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中国已经迈入了复合型环境治理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面向整体环境的、依托整体环境的、为

了整体环境的综合治理和社会变革时代”。中国环境治理之路是应对复合型的环境挑战之路［59］。

当然，当前的环境治理还存在不少困境。中国的环境问题具有早生性、外生性、形式性和脆弱性以

及治理主体不完善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环境治理效能的低效［60］。同时环境治理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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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复杂的综合性、整体性和全局性工作［61］。陈涛等认为，环境治理的系统性不足容易引发产业

从业者的诉苦行为。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常规治理失灵和压力传导机制往往诱发专项治理，但不

同情境下的专项治理绩效存在显著差异，其背后存在结构化诱因。坚持系统治理，妥善解决原产

业从业者的生计和再就业问题，是实现环境善治的基础［62］。范叶超等提出环境共治的核心在于

搭建一个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环境的基本格局，综合利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与市场手段，完善环境

保护的责任体系、行动体系、监管体系和信用体系［63］。

3． 环境治理研究的法学维度

在法学视野中，环境治理研究整体上呈现出从侧重污染防治、损害救济转向风险预防，从提升

监管权效能迈向多元权威合力的基本趋势。作为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环境法是当代社

会应对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依据和规范依据，面对复杂多样、形态各异的环境问题，环境法往往

置身于事实、规范和价值的交汇地带［64］。从横向结构上看，中国环境法律体系以《环境保护法》为

主干，以此为基准延伸至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生态保护法、资源循环利用法、能源与

节能减排法、防灾减灾法、环境损害责任法七大亚法律部门; 从纵向结构上看，中国环境法律体系

自上而下地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所构成的体系［65］，这

种多元、多层、多样的法律法规体系共同塑造了当前我国环境治理的结构框架、实践场域和工具

媒介。

一方面，通过梳理环境法的生成逻辑与价值意蕴为环境治理议题研究提供理论关怀。相关研

究主要聚焦于环境法体系优化［66］、环境正义的法律表达［67］、环境法的伦理前提［68］、环境权的宪法

化［69］、环境义务的规范设定［70］、公法与私法的交融［71］等基本命题以及排污许可［72］、环境影响评

价［73］、环境保护税［74］、排污权交易［75］、环境行政处罚［76］、行政命令［77］等具体制度的建制与完善。

另一方面，环境法与当前环境治理的诸多创新性制度试验、展开保持同步: 第一，关注三大环

境诉讼机制，吕忠梅指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风险防御责任，它既不同于传统民法上的

损害赔偿，也不同于恢复原状，其本质上是一个公法问题，应充分考虑环境生态作为公众共用物的

特性，并在法律上创制专门环境侵害责任［78］。杨朝霞则关注了环境公益诉讼问题，他指出检察机

关不应成为环境民事诉讼的“主力军”，因为这不仅会造成司法体制上的混乱和实际运作上的困

难，也不利于 科 学 理 性 的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制 度，因 此 建 议 应 由 公 众 担 任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的“主 力

军”［79］。第二，探讨当前环境法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系统性症结与障碍，徐平等探讨了环境法庭

的困境与出路，指出当前的环境司法存在原告起诉资格受限、因果关系证明规则虚置和环境法庭

的设立盲目而 不 成 体 系 等 障 碍，因 此，有 必 要 在 此 基 础 上 拓 宽 并 明 晰 环 境 诉 讼 的 原 告 范 围 资

格［80］。吕忠梅等对千份环境裁判文书进行了文本分析并指出当前中国环境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包括:①环境司法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②良好的环境供给不足; ③法官的司法环境司法能力不敷

使用;④法院的审判机制运行不顺畅［81］。

4． 环境治理的管理学维度

伴随着环境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环境管理学的研究不仅仅关注环境管理的基础理论、方法、

环境管理体制，还关注了环境管理战略、环境保护政策以及环境治理创新策略研究等环境治理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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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注跨域环境管理问题。例如，施祖麟等认为当前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之间的矛

盾是中国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的方案应在于保持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结构

基础上的管理体制创新，并通过机构、机制、法规等综合性改革来协调当前管理体制中流域及区域

中不同部门、不同层级间的矛盾［82］。蒋辉等指出，“画地为牢”的传统行政区治理模式早已不能满

足现代跨域环境治理的现实需求，其以湘渝黔地区“锰三角”环境治理为例，认为该模式的成功在

于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多元治理、协同共生”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实现了治理资源在区域主体间

的跨界流 动，虽 然 它 不 一 定 具 有 普 适 性，但 却 为 破 解 跨 域 环 境 治 理 困 局 提 供 了 一 个 经 典 的

个案［83］。

第二，关注环境治理机制的结构性症结。陈涛关注到当前我国具有结构性缺陷的环境管理范

式及其社会后果，即“事件—应急”型环境治理范式( 污染事件发生前监管不力，污染事件爆发后一

刀切地“关停并转”相关弱势产业) ，这不但无法根治环境问题，还可能造成更大的环境问题与社会

矛盾［84］。杜辉认为科层制逻辑的运行不可避免地造成地方政府在功能定位、权力配置和运行机

制等方面的异化，减损国家环境法律的实际功能，隔断公众与环境事务之间的管理，从而造成环境

治理的困局［85］。

第三，关注环境治理的创新性策略。张志胜指出，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

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构建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

“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创新［86］。郝志斌认为，环境效益债券能够作

为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工具创新，其将社会资本引入农村环境治理，政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可验

证结果付费，政府、市场、社会主体等协同参与推进农村环境治理［87］。

第四，关注我国环境管理中的“河长制”研究。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领域的责任

机制，目前河长制已成为从中央至地方自上而下推行的完整的水环境治理运行机制，它主要通过

强化首长责任制的中心力量推进涉水部门单个主体的力量整合［88］，化解我国流域治理中的协同

失灵和碎片化问题［89］。也有研究认为“河长制”的实质是一种基于科层制环境管理体制之不足而

创设的水环境治理制度，具有明显的问题应对特征，这种制度的规范建构应当从法律系统和政治

系统的双重视角加以考量［90］。

第五，关注环境管理中的政府行为研究。于文超等研究了公众诉求与地方官员内在激励对地

区环境治理的影响，他们发现公众环保诉求将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更多的环保举措，包括增加污染

治理投资、颁布更多的环保法规等［91］。于文超等还发现任期越长、年龄越小的省委书记越倾向于

颁布更多环保法规推进制度建设; 外地晋升( 或调任) 的省长比来自中央调任或本地晋升的省长更

倾向于增加污染治理新增投资、颁布更多的环保法规［91］。冉冉则讨论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激励与

地方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在实践中环境治理绩效对官员仕途升迁的政治激励作用微弱，

主要原因在于以考核为核心的“压力型”政治激励模式存在制度性缺陷，使得地方官员操纵环境治

理统计数据成为可能，造成政府环境治理公信力的流失，进而引发地方环境治理的失效［92］。

四、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但各类环境冲突与矛盾却时有发生。环境问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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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治理实践呼唤学科研究的理论创新，环境社会科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关注重点充实了环境

科学的研究内涵，拓展了环境科学的研究视域。

本文以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环境管理学等学科为重点，描绘了环境社会科学

的研究重心上由环境冲突向环境治理的变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种变化深刻揭示了当前中国

环境问题研究因应现实不断进行理念更新与实践转向。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不断夯实各项制度为

环境治理保驾护航，例如，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环保督察制度的机制设

计成为我国环境治理体制的有效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环境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研

究方法来看，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个案分析多比较研究少，研究结论大多基于“理论推演”或

“经验判断”，导致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推广性与扩散性不足。第二，目前国内研究尚未形成理论自

觉，表现在现有环境研究大多借用域外理论框架进行表达，域外理论的直接移植与嫁接难以完全

契合中国社会背景下环境研究的“本土性”。第三，环境社会科学视域下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仍存

在学术隔离，应加强彼此之间的学术对话，促进环境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以期产出更具

价值的学术成果。可以预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环境社会科学将有更多的研究议题值

得挖掘。我们期望学界就此深化研究，形成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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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nvironmental Conflict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Analysis of the Ｒesearch Turn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Social Science for the Past 10 Years

WANG Yan，TANG Yi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 s economy，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broken． The frequency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social science attributes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s revalued and reexplored． After analyzing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 s
environmental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ast 10 years，it is found that environmental social scienc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in the early stage，which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The macro perspective mainly focuses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external structural moti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onflicts，the micro perspective mainly focuses on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nd risk cognition，culture and gender，emotional effects，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and other factors of
the individuals or groups involved in the outbreak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As China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en solved to some extent． The focus of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egan to turn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environmental law，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have contributed their wisdom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which promotes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science．
Ｒesearch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novation of Ｒural Ｒesidenti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Based on Practice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BIAN Suping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renovation，some areas are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green development
orientation，insufficient breadth and depth of mechanism innovation，lack of systematicness and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By examining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renov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we
foun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beautiful villages． We should guide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stematic planning of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novate the renovation methods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carry out special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planning and systematic
layout according to the village policies，and adhere to the " people oriented" principle．
Ｒ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Based on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SHEN Junxi，KUANG Qi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citie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region，this paper uses the super-efficiency SBM model to
calculate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Dynamic Panel Model and Dynamic Panel Threshold Model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have a nega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the development scale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the ecological efficiency have a non-linear U-shaped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is，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increas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large-scale agglomeration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cities． In this
way，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n be
realized．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Environmental Ｒegulatory Pressure and Debt Financing Cos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of High-carbon Industries

YANG Jie，ZHANG Ming，LIU Yuncai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emission becoming the focus in China and green credit being vigorously developed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creditors' credit decision-making． We use
balanced panel data to test the impact of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debt financing cos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ressure by taking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of high-carbon industries from 2013 to 2018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debt
financing cost，and this nonlinear relationship exists significantly 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 companies，but not in the n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 companies．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ressure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 impact of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debt financing cos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 companies，but has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non-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 companies．
Ｒesearch on Innovation of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Cities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ZHANG Hongyuan，MAO Zejian，ZHU Guojun
Abstract: Urban innovation embodies the soft power of urban competitiveness．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city group，its innovation power has also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By using factor analysi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innovation power of
27 sample citie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from 2016 to 2019，and studies the composition of important connotation factors of urban
innovation power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group． It is found that urban innovation power，innovation
strength，environmental support，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tructural efficiency are thevital factors reflecting urban innovation． This city
group has formed an innovative network with Shanghai as the centre，Suzhou，Hangzhou，Nanjing and Hefei as the sub centers，and
other cities as the third and fourth 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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