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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法典》在环境侵权领域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顺应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

制度的适用范围仅包括环境私益诉讼，不包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该制度适用的主观条件包括

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结果条件中对“严重后果”的认定应从侵害广度与侵害深度进行判定；在赔偿金的判罚上应结合环

境侵权案件自身特色以补偿性赔偿金为基数采用规定倍数上限的判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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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侵权领域。但该条对惩罚性赔偿制度

的规定较笼统，其具体适用还需在环境法规领域进行细化明确。本文主要针对该条新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

度在环境侵权领域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展开论述，围绕该制度在适用中可能发生的争议以及尚需明确的几个

基本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以期对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适用提供有益参考。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环境侵权立法中的确立

在人类立法史上，一些古老法典中就出现过惩罚性因素，例如《汉谟拉比法典》、古犹太律法、古罗马的

十二铜表法、中国古代律法等都有惩罚性因素，这些具有惩罚性因素的规定可称为现代惩罚性赔偿制度的

鼻祖。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最早产生于中世纪的英国。20世纪末，我国在立法中引入了惩罚性赔

偿制度。从当时的背景看，该制度的引入主要是为了激励原告起诉，遏制违法行为[1]，打击市场上盛行的伪

劣产品、欺诈行为[2]。在《民法典》出台之前，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合同法》《著作权法》

《商标法》等法律中都确立了该项制度。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侵权立法的探索和讨论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环境侵权领域立法中的确立经历了一番较曲折的过程。《侵权责任法》立法中，

在能否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有学者主张在环境侵权领域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

度，认为补偿性赔偿原则已显现出局限性，单纯的补偿因违法成本低，根本无法震慑侵权者，也无法遏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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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发生，污染受害者对环境司法救济不够积极甚至一度出现消极状态。为了有效遏制环境侵权的发

生，保护生态环境，将该制度引入具有必要性[3]。最高人民法院在推进环境司法审判实践中，也进行了适用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探索。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一条规定：“污染者有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或者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原告请求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一倍以下赔偿责任的，人民

法院可以予以支持。”该征求意见意图将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

在我国《民法典》编撰过程中，关于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篇中应否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规定也存在不同

认识。一是赞同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篇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条款。例如，有学者提出，在所有侵权行为

中也包括环境侵权，侵权人恶意侵权造成严重后果可科以惩罚性赔偿[4]。二是反对在《民法典》中引入惩罚

性赔偿制度，认为应当将惩罚性赔偿进行专门立法，避免与民法的理论发生冲突和矛盾，而使该制度带有某

个部门法的特色[5]183。三是赞同在《民法典》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但认为应仅限于特定侵权行为，如徐国

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草案》提出该制度仅适用于故意侵害人格权的行为[6]。以上三种观点都有一个共

性，即赞成对惩罚性赔偿制度作出规定，仅对规定的形式存在分歧，且不同的规定形式都未排除环境领域对

该制度的适用，进一步肯定了环境领域引用该制度的可行性。

（二）《民法典》确立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正式确立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故意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起到

遏制作用，也有利于防范环境侵权行为。一是弥补一般填补赔偿的不足，充分救济受害人的利益，鼓励受害

人积极维护环境权益。由于环境侵权诉讼较一般侵权诉讼更具困难性，且赔偿数额不足以填补受害人的实

际损失，而此类诉讼常常伴随高昂的鉴定费、律师费等费用，补偿性赔偿的赔偿数额甚至无法填补除损失外

的鉴定费用，使得受害者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不愿提起诉讼甚至害怕提起诉讼。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

立可排除受害者对赔偿数额的担忧，可提高受害者的维权意识。二是有利于使恶意侵权行为得到应有的惩

罚。如今的环境侵权案件更具复杂化，有些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甚至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环境侵权

中适用无过错责任，但主观具有恶性的行为显然更应当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且社会危害性更大，应当将

主观恶性大的侵权行为进行区分，施以更严厉的谴责。惩罚性赔偿制度可将一般侵权与恶意侵权进行区

分，在经济上加重恶意侵权的的负担，可有效遏制恶意行为的发生。三是具有以儆效尤的作用。惩罚力度

的加大使得侵害者对后期需承担的严重后果望而生畏，不敢轻易重蹈覆辙，从而有效抑制类似危害行为的

发生。

二、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适用惩罚性赔偿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换言之，惩罚性赔偿的

适用具有谦抑性，禁止类推适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必须严格遵循现有的法律规定。

（一）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争议

同一环境侵权行为可能同时造成两种类型损害，在司法救济上主要存在三类救济形式，即环境私益诉

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公法、私法二分体制下以私法机制来执

行由公法担当的惩罚与威慑功能的特殊惩罚制度[7]。对以上三类诉讼是否都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学术

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主张，惩罚性赔偿制度应严格限定于私法救济。有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为了在惩罚不

法侵害行为的同时，弥补处于弱势地位的环境私人，而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主要由公法来承担，因此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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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适用于保护私人利益的环境私人诉讼，而不适用于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8]。假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按照一般立法逻辑，对惩罚性赔偿的

规定应当位于补偿性赔偿之后，而《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位于第一千二百三十四和一千二百三十五

条之前，显然不符合一般的立法逻辑，假设适用不成立[6]。也有观点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行政

罚款不宜重叠和混同，例如私法惩罚性赔偿与公法惩罚性罚款发生混同。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除一般

民事赔偿外，还有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此两种惩罚性罚款与惩罚性赔偿功能一致，双重惩罚效果造成实质

上的一事多罚[6]。

另一种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适用于环境侵权的私益诉讼，还应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该观点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性质上与惩罚性赔偿一致，都属于

运用私法手段达到公法目的之制度。实际上，二者具有天然的融合性，唯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

应对环境普遍性侵权与环境分散性损害问题[9]。个人的知识水平有限，而生态环境领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只依靠个人可能会出现个人被人为地限制诉讼自由，使得生态环境持续被破坏。因此，提起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的主体也可提起惩罚性赔偿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10]。同时，惩罚性赔偿依附于补偿性赔偿，国家规

定的机关或组织作为环境被侵权人的代表，提起惩罚性赔偿也有其必要性。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环境私益诉讼，不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首先，由于我国限制个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公民享受良好生态环境并不是一项具体的民事权利，

不能以此作为请求权基础提起环境私益诉讼，因此公民个人不能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之一。只有

将公民受到的损害转化为人身权、财产权上的具体民事权利损害才能提起诉讼。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除可

用金钱计量的损害，还包括不可用金钱计量的损害，或者用金钱难以计量的损害。虽然被侵权人可请求人

身、财产、金钱损害赔偿，但这些损害赔偿仅建立在造成实际损害基础上，对于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情形，传

统的补偿性赔偿无法对其进行救济。例如，雾霾天气对人身造成的损害有一个长期潜伏的过程，如达不到

前文所述的转化成人身、财产损害则得不到救济。加之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具有严格限定，此时若

不能提起惩罚性赔偿，相应损害实则存在救济空白。

其次，《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有权请求惩罚性赔偿的主体是“被侵权人”，这表明该条救济

的受害人是特定的主体，应当是私益诉讼中的受害人，而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救济的是

社会公益，没有特定的被侵权人；此外，《民法典》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条款放在环境公益诉讼条款之前，也

表明其主要是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的私益损害的救济。

再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身具有激励机制，原告的调查取证、鉴定等必要费用也不用由原告承担，再

加上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激励作用，过度的激励机制将使社会组织在功利的路上渐行渐远，反而不利于环境

保护的长远发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预防的功能，预防性诉讼中的诉讼请求并不包含赔偿。根据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十九条，预防性公益诉讼中并没有损害赔偿这一责任承担方式，而惩罚性赔偿是

建立在一般性赔偿的基础上，针对恶意侵权行为的加重赔偿制度[11]。因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无法适

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从司法实践来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已具备惩罚性，例如，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许建

惠、许玉仙土壤和水污染一案中，法院并未采取实际损失的填补规则，而是以虚拟治理成本五倍计算赔偿数

额150万元。可以看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例中无法具体计算实际的损失金额，因此在判定赔偿金时带有

较为明显的惩罚性赔偿特征[12]。如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再适用惩罚性赔偿，实则发生二次惩罚，既不利于

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最后，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实则是对行政失灵的回应[1]。从主体方面看，由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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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的提起主体具有特殊性，让对环境负有监管义务的地方政府作为起诉主体，该主体作为行政机关本身就

具有实行行政处罚的权力。从惩罚性能方面看，行政处罚与惩罚性赔偿都具有惩罚性，如同时适用，实则发

生了重复惩罚。面对环境侵权，地方政府不仅可采取行政处罚，还可采取司法救济。如果在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中可以适应惩罚性赔偿，则政府既可以采取行政处罚，又可向法院提起惩罚性赔偿。同一主体针

对同一行为享有两项惩罚权利，使得政府本身的职能发生偏差，不利于行政机关正确行使环境行政职能，更

不利于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普遍保护，以及对环境公共事务的长效治理[13]。

三、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英美法对此并无具体规定，一般由法官和陪审团决定是否适用[5]59。我国

是成文法国家，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一般要有明确规定。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主

要有三大类型，一是主观过错条件，如《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二是主观过错加结果要件，如《侵权责

任法》第四十七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三是行为违法条件，如《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劳

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不同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可能不同，如在环境领域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

百三十二条对其适用条件作出了系统性规定，具有一定模糊性，合理规范认识法条中规定的适用条件，是实

现实践可操作性的前提。

（一）主观条件：包含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1. 对“故意”的认定。在环境侵权中一般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各方当事人均无需证明侵权人主观上是

否存在故意情形。但适用惩罚性赔偿则必须证明侵权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在我国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还

是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领域对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规定中都有“故意”“恶意”“明知”等字眼。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必须认定侵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如何认定该条规定的

“故意”是该制度顺利开展的前提，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认定：

一是明知且实施。侵权人明知其行为会造成严重的生态损害，但仍实施该行为可认定为故意。例如，

企业明知其生产废水可能对人身或者环境造成损害，仍然将其生产废水随意倾倒。如山东烟台人民检察院

诉王某环境污染案[14]，被告王某明知其从事的项目产生的废酸液随意倾倒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仍将

产生的大量废酸液填埋于酸洗池内，造成周边水源、土壤大面积污染。

二是明知并放任。侵权人明知其行为可能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但不去理会，放任结果发生的行为可

认定为故意。如明知国家针对环境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和规定，仍然无视标准和规定。例如国家规定了

危险废物的处理者必须具备一定资质，但有些生产者无视该标准，将生产废物交由无处理资质的处理者处

理，并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如该被告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民明知吴某良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仍将一千

多吨硫酸钠废液交由其处理，造成该县大面积环境和地表水污染[15]。

2. 故意要件的扩展：不仅适用于直接故意还包括间接故意。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仅适用于直接

故意侵权行为，但具有特殊义务的主体适用该制度时则不能将间接故意排除在外。在直接故意中，侵权人

的主观恶性更严重，社会危害性也更大，其不仅违反了禁止性规定，同时也违背了社会公德。如一般环境侵

权中，侵权人故意污染环境损害了他人健康，由于并未达到刑法上轻伤的标准，不负刑事责任，仅负担些许

医药费甚至可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此种低违法成本可能导致该种违法行为泛滥。对此类型的故意侵权，

惩罚性赔偿不仅可惩罚侵权人的故意行为，还可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提高违法成本，有效遏制类似情形的发

生。而间接故意中，行为人并无追求结果的故意，只是因重大过失导致结果的发生，此种行为相较直接故意

主观恶性更小，而提起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主观恶性较大行为的谴责与抑制，一般人的一般行为只要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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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可，此种间接故意一般的补偿性赔偿便可补救。但对于环境侵权案件来说，排污企业属

于有特殊注意义务的群体，像医生、司机等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同样排污企业对于环境污染具有更高的注

意义务。对于此类行为，虽因重大过失导致严重后果，负有法定义务却抱着漠视心态，与故意无本质区别[16]，

可直接认定为间接故意，适用惩罚性赔偿。

（二）结果要件：从广度和深度认定严重损害后果

在环境侵权中，唯有侵权人造成了严重后果才可提起惩罚性赔偿，司法实践中如何判定是否造成严重

后果值得探究。如果缺乏判定损害后果的参考标杆，将使司法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利于统一裁判尺度，造

成司法不公现象。因此判定是否属于严重后果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考量。

一是环境侵权规模大。从广度上看，如果造成的损害后果范围较广，属于大规模环境侵权，一般可认定

为造成严重后果。大规模环境侵权案件一般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侵权主体多为大型企业，在大规模环境侵

权中，大部分侵权主体为企业，很少为自然人；第二，受害人数众多，侵害了大量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侵

害了社会秩序、破坏了社会正义也浪费了社会资源[17]；第三，受害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救济，证明难度大、鉴定

困难、耗时长、成本高。大规模环境侵权的侵权主体一般为大型企业，其影响范围较一般主体更大；同时受

其损害的受害人人数众多，社会危害性大；法院对其审理的时间更长，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因此大规模环

境侵权可认定为严重后果。

二是损害程度大、社会影响深。从深度上看，可根据损害程度认定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环境侵权造成

的人身损害是指行为人实施的环境侵权行为损害了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其损害程度可分为三

种，第一种是环境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死亡，第二种是该行为损害了受害人身体组织器官的完整性，第三种

是该行为损害了受害人稳定、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及生理机能的完整。前两种损害后果可直接认定为造成严

重后果，第三种损害后果则须分情况讨论，有些环境法学者认为环境侵权导致的精神损害也属于环境侵权

赔偿范围。但并非所有精神损害都达到严重后果，例如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露事件中有一位船长，该船长

在一个多月的清污工作中，面对大量被困油污而死的海鸟尸体产生了抑郁情绪，最终自杀身亡，此种精神损

害自然属于达到严重后果。又例如生活中的环境侵权导致受害人失眠、烦躁、工作效率低下，此种精神损害

则不足以认定为严重后果。

四、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赔偿金判罚标准的重塑

《民法典》并未对环境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作出具体规定，使得实践中缺乏统一的判罚标准，而

过多地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造成不公现象。关于判定惩罚性赔偿金标准的方法学理上存在不同观

点，主要有法定数额法、基数倍数法、限定最高数额法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法[18]。梳理现有其他领域惩罚性

赔偿金的判罚标准，可发现其判罚标准与案件类型存在紧密联系，因此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赔偿金

其判罚标准应当结合环境自身特色采用基数倍数法和限定最高数额法予以认定。

（一）结合环境自身特色确定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的判罚标准

在我国现有对惩罚性赔偿金判罚标准作出规定的6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明确采用“惩罚性赔偿”提法

的有2部法律，分别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年）和《民法典》（2021年1月1日施行），未明确但以倍数形

式规定的有3部法律和一个司法解释，分别是《食品安全法》（2015年）、《商标法》（2014年）、《旅游法》（2013
年）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司法解释》（2003年）。不同案件类型所适用的惩罚性赔偿金判罚标准不同，且

大多数的惩罚性赔偿金判罚标准都是结合自身的性质特征进行规定的。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考虑到

低消费金额也能得到保障，规定了一条不足五百元的按五百元元计算；而《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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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商品房买卖则不存在小额情形，自然不需要此项规定，其规定了双倍赔偿判罚标准可有效保障买受人

的合法权益；《食品安全法》中的价款十倍和损失三倍也是根据一般食品价格规定的判罚标准，且不足一千

元的为一千元，具有一定合理性。环境侵权案件同样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质，例如涉案金额普遍较大且相差

悬殊，同时涉及公益、私益领域等，如果套用其他案件类型的赔偿金判罚标准显然不够合理，无法满足环境

案件本身的特质，惩罚性赔偿金额过小无法达到遏制环境侵权行为的效果，惩罚性赔偿金额过大又可能发

生矫枉过正的风险。因此，应结合环境自身特色来确定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赔偿金判罚标准。

（二）惩罚性赔偿金采用规定倍数上限的判罚标准

《民法典》中对惩罚性赔偿金判罚的抽象规定因其原则性而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给予了司法实践者更多

的自由裁量，但过于原则性势必又会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司法的不统一。因此，司法实践者在惩罚

性赔偿金的判罚上如履薄冰，不得已又转向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倍数规定，如此

往复也不利于立法与实践的发展。从环境侵权自身特色来看，其惩罚性赔偿金的判罚标准适合选择基数倍

数法加限定最高数额法，可总结为以补偿性赔偿金为基数规定倍数上限的判罚模式。

1. 基数倍数法。在《民法典》之前，其他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金判罚标准统一选择了基数倍数法。我国法

律实践中基数法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以实际损失为标准，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二是以

所支付的价款为标准，如《旅游法》第七十条；三是以非法获得的利益为标准，如《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由于

环境侵权主要是对环境造成损害或者因污染环境造成人身财产损害，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可参考实际损失为

标准，但生态环境损害一般很难用具体金额去衡量，显然以上基数标准都不适宜。

倍数法，是指根据侵权行为的恶劣程度以及社会影响力确定一定倍数的赔偿方式。如《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八十四条中的规定赔偿实际价款十倍或损失三倍的标准，《商标法》第六十三条中规定赔偿受害者

损失或侵害人获益的一到五倍的标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中规定赔偿受害者损失的双倍赔

偿标准。但并非所有环境侵权案件都可适用倍数标准，例如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江苏长隆农化有限公司

等六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中判决的修复款高达 1.6亿元[8]；而吉安锦源粮油食品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

纠纷案中仅判决赔偿原告两年的损失 14万元[19]。可以发现以上补偿性损失的金额相差很大，根本无法确

定一个具体的上限，如按过高的修复款为基数确定倍数可能给企业带来过重的负担，反而不利于受损环境

的修复与治理。

2. 限定最高数额法。限定最高数额是指在一定基数或倍数标准上设定一个上限，避免赔偿金额巨大带

给企业超负荷负担。在环境侵权领域中一般采取补偿性赔偿，因此惩罚性赔偿金标准应以补偿性赔偿金为

基数，两者之间维持一定比例关系，即设定一定比例上限；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两者比例上限为一

比一[20]。我国学者对赔偿金判罚标准的建议也各不相同，简单可归为两类：一种是设上限，对财产损害的惩

罚性赔偿金按补偿性赔偿金的一到三倍计算，或者环境自身损害的按补偿性赔偿金的一倍以内计算；另一

种是不设上限，对于人身损害的惩罚性赔偿金按补偿性赔偿金的一到五倍计算[21]，属于上文提及的倍数法。

根据以上对环境侵权的分析，设定一定比例上限更有利于实践操作，但具体比例还需结合案件本身进行分

析和论证，保证惩罚性赔偿目的得以实现，有效遏制恶意侵权行为的同时，避免企业因无法承担超负荷责任

而以滥为滥，反而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总之，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民法典》的形式在环境侵权领域中正式确立对环境法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但该制度在传统民法法律责任体系中尚存在诸多争议且不稳定，因此其在环境领域中的适用也应当得

到高度重视，以免引发一系列问题。学理上应当加强对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研究，实践中也应

当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来指导该制度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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