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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袁引
发了诸如水体污染尧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袁而自然

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袁使得

生态保护尧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遥 我国环

境规制的实践经历了发展期和完善期两个阶段遥 虽

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与环境

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袁也逐层建立了各级环境保护

机构袁但是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袁环境污染

问题也尤为突出袁总体处于结构性失衡状况袁必须

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策略推动我国环境规制变革袁
增强环境规制实施的有效性遥

一尧我国环境规制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环境规制是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规制袁
也是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要途径袁即政府部门通

过制定环保政策法规袁对企业等经济主体的活动进

行宏观调控袁维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性遥 我国环境规制是随着社会发展状况不断变化

的袁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袁应该得到相

关部门的重视遥

渊一冤我国环境规制的发展轨迹

环境规制是随着实践不断变化的袁 我国环境规

制的发展与国外类似袁 起初都是以命令型环境规制

为主体袁 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激励型转

变遥 从时间上来看袁 我国环境规制的发展大致可以

分为发展期与完善期两个阶段遥 [1]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袁 是我国环境规制的产生发展期袁该
阶段我国的环保工作重点放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袁
并没有形成清晰的环保理念袁 也缺乏对工业生产中

环境污染行为的治理意识遥自我国 1972 年参与全球

环境大会后袁才正式成立国家环境保护局袁并且将环

境保护纳入法律法规中袁 制定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

标准与制度措施遥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袁随着我国社

会经济的发展与经济体制的变化袁 政府部门制定了

适应经济长远发展的环境保护法规袁 也出台了一系

列环境保护行政法规袁如叶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曳等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推进袁相继提出可持续

发展尧低碳经济等全新战略袁我国的环保工作也逐渐

向合理规划尧综合治理方面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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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我国环境规制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功能较为完备的环境规

制袁对于环境保护也有积极作用遥 [2]但是目前我国环

境规制实践中依然存在一系列问题袁如环保部门监

管不力袁地方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环境

保护袁环保机构职能难以充分履行等袁极大限制了

环境规制的发展遥 我国在环境规制立法方面相对滞

后袁 还没有制定与环境管理相关的专门组织法规袁
与环境保护管理相关的法律多以文件的形式发布袁
或分散在相关政策尧规章中遥 例如袁我国并没有制定

与环境税收相关的法律袁但是在环境治理中已经包

含了与环境资源相关的税收项目袁 如耕地占用税尧
自然资源税等遥 现行多部法律中与环境规制相关的

内容袁存在职责重叠尧内容重复等问题袁极大阻碍了

环境规制的可行性遥 [3]环境管理行政机构存在职权

不明确尧管理混乱等问题袁地方环保机构由地方政

府直接管理袁 由于受到地方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影

响袁在执法中缺乏公正性与公平性袁而环境保护监

管机制的缺失袁使得环境问题进一步凸显遥 此外袁我
国环境规制的实施缺乏整体协调性袁各级部门出于

自身利益考虑袁在环境管理方面很难达成高效率合

作袁自然无法完成可持续发展目标遥
二尧结构性失衡背景下我国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

我国环境规制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完善袁
但是总体来看依然处于结构性失衡状态遥 主要原因

如下院
渊一冤环境规制中的利益失衡

我国环境规制实践过程中袁如何维持环境利益

与经济利益平衡一直是值得商榷的问题遥 在过分崇

拜经济发展当下袁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相比不堪一

击遥 从某个层面来看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袁正是以

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遥 经济利益能够以货币进行

度量袁而环境利益是无形的袁也很容易被忽视遥 在从

事环保工作过程中袁环境利益是独立于经济利益之

外的袁或者环境利益存在独立的价值袁但是若不采

用量化指标对环境利益进行度量袁将很难引起公众

决策的关注和重视遥 由于环境利益很难进行量化分

析袁导致我国很多地区在经济开发决策过程中没有

有效地考虑和平衡环境利益袁生态补偿制度迄今仍

未正式尧全面的建立遥 同时出现环境损害等侵权行为

后袁也缺乏健全的生态利益补偿机制袁甚至在一些案

例中袁生态利益根本得不到赔偿遥 政府部门很难对

环境责任进行仲裁与制约袁自然难以发挥应用的行政

规制作用遥
渊二冤环境规制部门权力失衡

我国环境规制的实施袁采用行政主管部门统一

监管袁各级行政部门分领域尧分区域管理的模式遥 根

据我国叶环境保护法曳的相关规定袁由国务院环境保

护部门对环保工作进行统一监管袁各级各部门对本

辖区内的环保工作进行统一调度袁由行政尧交通尧航
运尧公安尧林业等各级行政部门袁依据相关法规做好

环境污染防治与管理工作遥 虽然环保部门担负着环

保监管职责袁但是法律并没有赋予其相应的环保管

理权限遥 若其它行政部门没有积极配合环保工作袁
环境主管部门很难对其问责遥 从我国现有的行政权

力网络来看袁各级环保部门需要接受政府的统一管

理袁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袁无权干涉其它环境规制

主体的行为袁也很难发挥在环境保护监管方面的作

用遥 即环保机构与其它政府行政机构之间袁存在明

显的结构性权力失衡遥 例如袁我国建筑企业违反环

境保护相关法规袁 私自施工建设的现象十分普遍袁
而政府部门对施工单位的处罚力度不够袁甚至很少

追究建筑企业的法律责任袁极大削弱了环保部门的

作用遥 由此可见袁若环保部门无法与其它行政机构

有效协调合作袁或者政府部门缺乏对环境保护监管

的重视袁将很难保障环保工作的顺利开展遥
渊三冤利益主体决策诉求失衡

我国环境规制实践过程中袁公众与被规制企业

是直接受影响的主体遥 环境规制的实施不可避免会

影响到公众的基本权益袁也对企业经济行为进行了

约束与规范遥 企业与公众对待环境规制的态度完全

不同袁也存在不同的环境利益诉求遥 一般而言袁企业

更加注重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袁而公众为获得更好的

生存环境袁更倾向于保护生态环境遥 环境规制中存

在多方面利益共同体袁通过对公共利益管理特征进

行分析袁可以解释为分散的利益渊公众冤与集中化的

利益渊企业冤两部分袁导致两者在环境利益诉求方面

极度失衡遥 由于企业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远远大于个

人袁因此企业有足够的动力维护自身利益遥 [4]例如袁
企业采用建立行业协会等方式袁来影响政府的环保

决策行为遥 而社会个体由于相对分散袁所受影响较

小袁或者对环境保护缺乏认知袁很难凝聚在一起遥 导

致企业在环境利益代表中占据主导地位袁也影响到

行政机关的行为偏好遥 在环境规制中由于受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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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指标等因素的影响袁行政机关不公正地维护

被规制企业利益袁反而损害了分散的尧缺乏组织的

公众的利益遥
三尧结构性失衡背景下我国环境规制的管理策略

根据前文所述袁我国环境规制失灵使得环保工

作无法真正发挥实效性遥 要想促进我国环保工作的

实质性发展袁 必须对我国的环境规制进行优化调

整袁采取合理的管理策略改善现有的结构性失衡状

态遥 鉴于此袁笔者认为可以从增强政府环境规制职

能尧建设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突破遥
渊一冤增强政府部门环境规制职能

目前我国制定的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袁对于促

进节能减排尧 提高环境资源利用效率具有积极作

用遥 但是与环境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不完善袁缺乏

系统的低碳经济立法袁以及相应的环境监管协调机

构袁在立法规定方面也缺乏规范可行性遥 因此袁我国

环境规制实施过程中袁应该根据现有的问题不断完

善立法尧行政体系袁为环保管理工作发展提供可靠

支持遥 一方面袁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利用行政规制袁逐
步增强环保监管力度遥 建立贯穿经济主体经营全过

程的监管体系袁对企业等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事前

评估袁若发现经济行为可能带来的环境损害应立即

制止袁形成完善的环境损害预防尧管理尧治理模式遥
采用行政处罚尧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袁对违规企业进

行重点管理遥 并且采用联网数据监控的方式袁减少

与杜绝不良行为遥 另一方面袁政府部门积极创新行

政管理体制袁增强不同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遥 成立

专门的环境规制监管机构袁负责开展环境规制监管

工作遥 安排专业人士设立联络协调小组袁做好环境

规制实施协调工作遥 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实际

情况袁建立碳排放控制机制尧开发新能源尧绿色节能

等内容袁加强与科研院所尧高校合作成立环境保护

研究机构袁保障环境规制实施的科学性遥
渊二冤构建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从现代经济学角度分析袁环境资源经济价值包

括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两部分遥 其中使用价值袁
是指人们为避免环境资源在使用中引发的风险袁对
未使用环境资源进行保护袁提高未来环境资源可选

择空间的价值袁而非使用价值即环境资源的存在价

值遥 环境资源的使用价值是可以采取科学方式评估

的袁也可以计算出具体的经济价值遥 [5]当前常用的环

境资源评价方法袁 根据与市场信息的匹配程度袁可

以分为假想市场法尧替代市场法等类型遥 对环境资

源进行科学评估可以为环保部门决策提供参考袁也
可为我国完善环境保护法治体系创造条件遥 只有对

已有环境资源进行正确评估袁将环境保护成本纳入

宏观经济政策中袁 才能为低碳经济核算提供依据袁
才能真正建设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遥 环境资源种类

繁多袁对于难以计算的环境资源袁可以选择其中易

于计算的项目进行评估袁或者采用求平均值法进行

综合评估遥 例如袁对湿地滨河生态系统污水处理效

益方面的评估袁可以采用替代成本法袁即将修建污

水处理相关设施设备的成本作为替代成本进行评

估遥 近年来我国在实施生态标签尧环境认证的基础

上袁对环境规制进行了多次修正袁并且增加了自愿

性环境规制尧激励性环境规制等内容袁促进了生态

补偿机制的建设与完善遥
渊三冤促进区域低碳经济均衡发展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工业化初级发

展阶段袁由于过度依赖环境资源与能源袁在促进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损害了生态环境遥 政府部门应该增

强环境规制职能袁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特点袁引入

环保新设备尧新技术袁摒弃粗放式生产设备曰采用区

域环境技术转让的方式袁 降低企业环境保护成本曰
采用环境技术结构调整尧技术革新等方式袁提高企

业的环保能力曰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袁充分利用

新技术改变传统产业运作模式袁 积极发展第三产

业袁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遥 同时政府部门应该鼓励

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袁 推动低碳贸易往来袁获
取东部地区的技术尧资金支持袁促进生态保护产业

发展曰做好东西部地区环境资源规划工作袁尽快缩

小东西部地区差异袁合理利用资源促进不同区域的

均衡发展遥 此外袁政府部门应推动环境资源税收改

革袁减少地区企业的财政支出曰为不同区域经济增

长提供支持袁 缓解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成本压

力袁营造良好的低碳经济竞争环境遥
渊四冤建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

政府部门作为环保工作的监管主体袁也是公众

利益与环境利益的代表遥 为避免政府部门在环境监

管方面存在的不足袁必须鼓励公众参与到环保工作

中袁作为社会环保利益的有力补充遥 政府部门在没

有特定环保制度设定的条件下袁一般倾向于保障经

济利益袁或者寄希望于企业自觉参与环保工作遥 要

想改善政府单方面调控存在的弊端袁应该建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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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nagement Strategy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under Structural
Im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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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of China Research Society of Urban Development袁Beijing 100025,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to maintain the coord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鄄

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ecological crisis and improve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鄄
lation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wo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imple鄄
mentation of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The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 include three as鄄
pects: the imbalance of economic interests and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the im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reg鄄
ulation departments,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main body and the imbalance of demand. To want to solve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ailure, should be increasing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unctions, build a sound e鄄
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economy area, and estab鄄
l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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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公众参与机制遥 社会大众作为环境保护的相关

者袁也是生态问题的直接受害者袁因此公众参与能

够为环境规制重构提供动力遥 20 世纪 70 年代国外

提出将公众环保参与权纳入宪法袁为公众参与环保

决策提供了权利依据遥 例如袁叶塞尔维亚共和国宪

法曳 指出每个公民都享有获取环保信息的权利袁并
且有权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遥 我国环境规制应该畅

通公众参与渠道袁扩大公众参与范围袁支持尧鼓励社

会环保团体的创立与发展遥 针对我国存在的社会环

保组织建设不足等问题袁笔者认为应该减少对社会

环保团体的成立限制袁减少环保部门审批程序袁对非

政府机构给予资金尧技术支持袁并且鼓励社会人士

参与环保活动袁提高非政府机构环境保护的积极性遥
环境规制中涉及多个利益主体袁不同利益主体

的行为势必影响到环境规制的实施效率遥 面对我国

环境规制的结构性失衡状态袁政府部门应该增强环

境保护行政职能袁提高环保宣传与治理力度袁不断

完善市场激励性规制模式袁 形成从上到下健全的环

境规制协调机制袁依托环保公益诉权尧公众广泛参与

等方式袁营造良好的环境保护法治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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