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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护环境与防止污染事故是密切相关的,通过点源污染源的治理,环境污染虽有了一定缓解,但
还未达到完全控制,甚至某些环境要素还有恶化趋势,局部污染事故和纠纷仍不断地上升。由此造成环境
生态、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生产和人类的生存与健康以至文化精神生活诸方面损失都很大。因此迅速
降低污染事故是环境保护的需要,也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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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accidents. Through the
treatment of point pollution sources, although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en alleviated to some extent,
it has not been fully controlled, and even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a deteriorating trend, local pollution
accidents and disputes are still rising. This has caused great losses in environmental ecology,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aterial production, human survival and health as well as cultural and spiritual life. Therefore, the
rapid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ccidents is the nee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lso the need of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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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人为破坏事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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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承担的责任,形成调解文书,这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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