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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土流失生态损害责任追究
的情形设定
姜德文
（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５３）
［ 关键词］ 水土流失；生态损害；情形；设定；责任；追究
［摘

要］ 中央制定了《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 ，明确了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实行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 水土流失生态损害是生态环境损害的重要内容之一，应根据中央确定的问责条款，细化水土流
失生态损害的具体情形。 水土流失生态损害应以水土保持功能作为判别的基础和条件。 探索了追究地方党委和政府主
要领导成员责任的 ８ 种具体情形，追究地方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成员责任的 ５ 种具体情形，追究政府有关工作部门领导

成员和有关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 ７ 种具体情形，以及追究党政领导干部利用职务影响，干预执法司法、篡改监测数据等 ５
种具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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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
决策部署，２０１５ 年印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意见》 《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
法（ 试行） 》

［１］

，明确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实行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追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
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有关领导成员、有关工作部门

土保持补偿等，也都是以生态功能、水土保持功能作为
衡量标准的。
根据上述指导性意见和做法，水土流失生态损害
的定位应以水土保持功能为基本判别标准。

１．２

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责任
中央《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明确

领导成员的责任，分别确定了应当进行追责的主要损

要求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设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

害情形，追责形式及办法，并且要求国务院负有生态环

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将各类开发活动限

境和资源保护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当制定落实该办法的

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 在重点生态功能

具体制度和措施。 本文就造成水土流失生态损害的追

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确

责情形界定、追责机制做一探讨。

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１

１．１

水土流失生态损害追责总体构架
水土流失生态损害评价的定位
根据水土保持法的规定，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的最

终目标是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

根据中央要求，区域性水土保持生态红线以“ 辖区
内水土流失面积不增加，水土流失强度不加剧，水土保
持功能不降低” 作为评价和考核底线 ［３］ 。

１．３

水土流失生态损害评鉴原则

水土流失生态损害评价与鉴别的原则应考虑以下

灾害，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全

几个方面 ［４－５］ ：一是评价的内容应是水土保持的职责

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加快

的；二是水土流失生态损害情形应是直接造成的，一般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重要

不包括间接影响；三是设定的情形便于鉴别、认定，可

支撑。 也就是通过保护和发挥水土资源在生态环境、

监测，可复核；四是便于分清职责，如行政辖区上下级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来实现支撑。

职责、相关部门职责等，减少交叉重叠。

国水土保持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 》 提出的目标是实现

国家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以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进行划分的 ［２］ ，分为水源涵养型、土壤保持型、防风
固沙型、生物多样性维护型共四类，具有维持生态平
衡、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等功能。 中央确定的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保护补偿、生态损害赔偿、生产建设项目水

范围，造成的生态损害应是由于水土流失引发或加剧

２

２．１

水土流失生态损害情形设定
追究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责任的情形
中央《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 试行） 》 中规定了 ８ 种情形，相应的水土保持内容如

· ２·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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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

不力，致使本地区水土资源破坏严重或者任期内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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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追究地方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成员责任的情形
有下列 ５ 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相关地方党委

和政府有关领导成员的责任：

（１） 指使、授意或者放任分管部门对不符合水土

流失状况明显恶化的，如乱占、滥用水土资源，水土流
失面积显著增加或水土流失强度加重。

保持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强制条款、政策的生产建设项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相违背的，如违反水土

定前提条件审批位于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２） 制定的政策、法规或作出的决策与水土资源

目审批（ 核准） 、建设或者投产（ 使用） 的，如：未达到法

保持法关于对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崩

区的项目；在水土流失严重区、生态脆弱区没有限制生

塌滑坡危害区和泥石流易发区、水土流失严重区和生

产建设活动或项目的；在崩塌滑坡危险区、泥石流易发

态脆弱区的生产建设项目限制性规定，不做任何限制

区同意取土采石挖砂活动的；项目未履行水土保持设

或在水土保持敏感区无任何限制和措施就决策开发、

施验收程序就擅自投产，或者未达到法律法规、国家技

立项等。

术标准就通过水土保持验收并投产使用的。

发区及禁止开发区的水土资源和生态保护政策，或者

准强制条款、政策的行为监管失察、制止不力甚至包庇

突破水土保持生态红线，盲目决策造成严重水土流失

纵容的，如：对应报批水土保持方案的项目长期未履行

危害的，如造成区域水土流失面积增加，水土流失强度

报批程序的；违规审批建设项目，发生了重大变化未依

总体加剧，水土保持功能整体下降。

法审批变更的；应该进行水土保持验收长期未进行验

（３） 违反国家对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

（４） 作出的决策严重违反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水

（２） 对分管部门违反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标

收的；应进行跟踪检查未进行跟踪检查的。

（３） 未正确履行职责，致使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

土保持规划，特别是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保护和治理对策、措施，以及

生产建设项目没有停止违法行为的，如没有依法下达

水土保持三级区划确定的水土保持主导基础功能定

停工通知，虽要求停工但始终没有停工的，没有整改到

位。

位仍投产运行的。

（５） 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在水土流失防治协作方

（４） 对严重水土流失生态损害事件组织查处不力

面推诿扯皮，主要领导成员不担当、不作为，造成严重

的，如：对因工程建设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查处

后果的，如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红线保护中不主动

不及时、不到位的；对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和植被破坏事

作为，造成生态功能严重损害的；在滑坡、泥石流防治

件查处不力的；对严重损坏或破坏已建成水土保持设

中不相互配合，造成严重灾害事件的。

施查处不力的。

水土流失生态损害事件，或者对事件处置不力的，如：

规的规定，应当由领导成员承担责任的事项（ 同章节

（６） 本地区发生主要领导成员职责范围内的严重

在重点预防区发生大面积人为扰动和破坏，在重点治
理区发生大面积或重要治理成果被人为破坏的；对人
为破坏事件不处理，没有依法依规处理，该移交司法机
关的没有移交等。

（５） 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

２．１中的情形） 。
２．３

追究政府有关工作部门领导成员和有关机构领
导人员责任的情形

有下列 ７ 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政府有关工作

（７） 对公益诉讼裁决和水土保持督查整改要求执

部门领导成员的责任，同时对负有责任的有关机构领

当事人权益侵害，未按督查意见及时整改或整改不到

（１） 制定的政策文件或采取的措施与水土资源保

行不力的，如撤销或修正行政许可、行政文件，停止对
位的。

（８） 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

导人员追究相应责任。

护、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相违背的，如：修改或未执
行水土保持法关于对水土保持敏感区生产建设活动的

规的规定，应当由主要领导承担责任的事项，如：县级

限制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问责与法律法规、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未开展水土流失调查并公告调查结

政策相违背的；对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

果；未划定并公告本辖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没有采取强制措施的。

治理区、崩塌滑坡危险区及泥石流易发区；未批复本地

（２） 批准开发利用规划或者进行项目审批（ 核准）

区水土保持规划；未按规划确定的任务，安排专项资

违反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政策的，如：基础设施建设、矿

金，组织实施。

产资源开发、城镇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规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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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中没有依法提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对策和措
施，或者在规划报请审批前未征求本级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意见的；未达到法定前提条件审批位于水

３

水土流失生态损害情形的鉴定与评估
在《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 生态环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项目；在水土流失

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中，中央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生态

严重区、生态脆弱区没有限制生产建设活动或项目的；

环境实施全天候、全覆盖监测，定期开展全国生态状况

在崩塌滑坡危险区、泥石流易发区同意取土采石挖砂

调查和评估。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对重要生

活动的；项目未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就同意投

态功能区的人类干扰、生态破坏等活动进行监测、评估

产，或者未达到法律法规、国家技术标准要求就通过水

与预警。 建立生态文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加快推进

土保持验收并投产使用的。

对水土流失、沙化土地、土壤环境等的统计监测核算能

（３） 执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不力，不按

力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提高准确性、及时性，实现信

衍塞责的，如：未对生产建设项目进行跟踪检查，或检

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各级监测机构（ 国家

查中没有发现存在的问题，或对问题的处理不及时、不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７ 个流域监测中心站、各省水土保

规定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或者在监督检查中敷

彻底；对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特别是淤地坝、小型水
库等的建设、运行检查不及时，未发现存在的重大安全
隐患的。

（４） 对发现或者群众举报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

资源的问题，不按规定查处的，如：对造成严重水土流
失的项目，违法倾倒弃土弃渣；对所造成水土流失不进
行治理的项目，没有依法进行查处的。

（５） 不按规定报告、通报或者公开水土流失生态

息共享。

持监测总站、重点地区监测分站） 、监测站点（７３８ 个） ，
应将水土流失生态损害的鉴定与评估列为重要工作来
抓，建立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损害监测评估体制、工作机
制、技术方法等配套制度，将其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评估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建独立公正的生态环境
损害评估制度 ［６－７］ ，积极开展水土流失生态损害鉴定
与评估探索，研究相应的技术方法、工作流程，积累和
总结经验。

破坏（ 灾害） 事件信息的，如因工程建设引发崩塌、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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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追究制度Ⅰ：概念辨析［ Ｊ］ ．中国水土保持，２０１７（９） ：６－８．
水土保持，２０１６（４） ：１７－１９．

［ 作者简介］ 姜德文（ １９５９—） ，男，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人，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博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水利部“ ５１５１ 人才工程” 部级人选，水利部综
合事业局首席专家，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原
副主任，长期从事生态保护与技术咨询工作。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８－２０

（ 责任编辑

孙占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