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生态损害综合预防与救济的立法路径
———以法国民法典侵权责任条款修改法案为借鉴

竺 效
*

摘 要: 法国目前正在审议《民法典》侵权责任条款的修改法案，尝试以民法典的生态化实现对生

态( 或环境) 本身损害的救济。其实，这仅仅是法国为实施欧盟 2004 年环境责任指令而建立的集预防

与救济环境损害为整体的法律框架中的一种适应性立法。尚未有一个欧盟成员国单纯通过修改传统

的侵权责任法，或仅依靠制定针对环境损害的修复赔偿责任的立法，就得以实现对这类新型损害的有

效事先预防和充足事后救济。随着我国民法典编纂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开

展，就此现实的立法课题，我国应借鉴法国经验，研究制定《生态损害综合预防与救济法》，同时将《侵

权责任法》第八章进行生态化改造后编入未来的民法典。

关键词: 民法典 侵权责任 生态损害

无论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危害行为是否已经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都存在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须依赖的生态( 或环境) 的任何组成部分或其任何多个部分相互作用而构成

的整体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能的任何重大退化的可能性。〔1〕 我们必须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法律制

度来预防和救济这类新型的生态( 或环境) 本身的损害( 本文称之为“生态损害”) 。〔2〕 本文以介绍法

国民法典应对上述课题的最新修改趋势为起点，将法国民法典侵权责任条款生态化修改议案融于欧

盟针对环境本身损害的责任指令 10 余年实践的大背景下，尝试揭示民法典侵权责任条款生态化在生

态损害预防和救济机制中的角色定位，究竟是“主旋律”，还是“协奏曲”。

一、法国民法典侵权责任条款生态化法案引出的问题

法国目前正在推动《民法典》的一项修改，即在传统侵权责任条款后增列有关生态( 或环境) 本身

损害赔偿责任的专门条款，以弥补传统侵权责任法对生态( 或环境) 本身损害救济能力之不足。这一

立法动议的导火索是 Erika 油污案。该案发生在 1999 年，远早于欧盟旨在预防和救济区别于传统环

境侵权损害的环境本身损害的《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 Directive 2004 /35 /C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with Ｒegard to the Prevention and
Ｒemedying of Environmental Damage，以下简称“ELD 指令”或“环境责任指令”) 在法国的实施时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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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
参见竺效:《生态损害的社会化填补法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0 页。
参见竺效:《反思松花江水污染事故行政罚款的法律尴尬———以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制为视角》，载《法学》2007 年第 3 期，第 6 －
15 页。



值得注意的是，2012 年 9 月 25 日，法国最高法院( Cour de cassation) 在对 Erika 油污案判决中明确承认

了“纯生态损害”( préjudice écologique pur) 的独立存在，将其与精神损害、经济损害等相区分，并将之

定义为“因侵害而使环境遭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害”。〔3〕 法国最高法院也指出，“对于责任人因其

过错而对环境造成损害，却以自然不属于任何特定人为借口而给予豁免，这并不公平”。〔4〕 在该判决

作出之前，纯生态损害的救济没有被列入法国成文法之中，因此，这一判决，也可被视为法国最高法院

所创设的一个先例。而在此前，巴黎上诉法院于 2010 年对生态损害进行了分析及阐述，该院判决书

更为详细地对生态损害予以了阐释———“对自然环境的任何显著损害，特别是空气、大气、水、土壤、土
地、景观、自然景点、生物多样性和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并不会影响到某种特定的人类利

益，却会影响合法公众利益”。〔5〕 在此基础上，巴黎上诉法院也提出，“损害非市场化的环境资产而造

成的环境损害，( 应) 支付与损害相等的金额以进行补偿”。〔6〕 实际上，上述法院判词将生态损害单独

提出来的目的是使环境要素的价值突显并得到法律的承认，从而得到有效保护。

在法国最高法院审理 Erika 案件的同时，2012 年 5 月 23 日，一份由上议院 Ｒetailleau 议员提交的

第 546 号提案，提议将纯生态损害的救济增列入《法国民法典》之中，使之成为民法典中新的损害赔偿

责任。但这一提案也“折射出法国为实施欧盟环境责任指令而于 2008 年通过的环境责任相关法律的

有限和不充分的本质”。〔7〕 具体而言，该议案建议在《法国民法典》中增加第 1386 － 19 条规定“任何

人因其过错而对环境造成的损害都必须进行修复”〔8〕和第 1386 － 20 条规定“环境损害的修复主要以

实物偿付为主”〔9〕。〔10〕

2013 年 4 月，法国上议院 Anziani 议员提交了第 519 号提案，提议在《法国民法典》中增加 3 个条

款，即增加第 1386 － 19 条规定“任何人对环境造成的损害，都必须进行修复”;〔11〕增加第 1386 － 20 条

规定“环境损害的修复主要以实物偿付为主，如遇损害无法修复时，可以经济赔偿的形式支付给国家

或由政府指定的符合国务委员会的法令规定条件的环境保护机构”;〔12〕增加第 1386 － 21 条规定“一

旦这些活动行之有效，为预防即将发生的损害、避免加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而支出的费用，可以获得

·61·

《比较法研究》 2016 年第 3 期

〔3〕

〔4〕

〔5〕

〔6〕

〔7〕

〔8〕

〔9〕

〔10〕

〔11〕

〔12〕

Nathalie Hervé － Fournereau，Avocetta Meeting Helsinki 2013 National Ｒeport France，available at http: / /www － user． uni － bremen．
de /avosetta / france_helsinki． pdf，p． 2．
Following the‘Erika’Ｒuling by the French Court of Cassation，What Steps Should Be Taken at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
Technical Paper from the CPMＲ General Secretariat，available at http: / /www． crpm． org /pub /docs /402_tp_cpmr － _erika． pdf，p． 7．
Following the‘Erika’Ｒuling by the French Court of Cassation，What Steps Should Be Taken at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
Technical Paper from the CPMＲ General Secretariat，available at http: / /www． crpm． org /pub /docs /402_tp_cpmr － _erika． pdf，p． 8．
Christine Gateau，Toward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otion of Environmental Loss in the French Civil Code? Paris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Bul-
letin no． 4，available at http: / /www． hoganlovells． com / files /Publication /7ccc5b69 － 30cf － 4064 － b7ee － 7276fc770792 /Presentation /
PublicationAttachment /cba2d6e1 － 9a9d － 44f9 － a438 － 77b1b17a2d57 /4% 20 － % 20Towards% 20the% 20introduction% 20EN． pdf，
p． 10．
Nathalie Hervé － Fournereau，Avocetta Meeting Helsinki 2013 National Ｒeport France，available at http: / /www － user． uni － bremen．
de /avosetta / france_helsinki． pdf，p． 3．
原文为“Toute personne qui cause par sa faute un dommage à l’environnement est tenue de le réparer”。
原文为“La réparation du dommage à l’environnement s’effectue prioritairement en nature”。
Bruno Ｒetailleau，Proposition De Loi visant à inscrire la notion de préjudice écologique dans le code civi，available at http: / /www． senat．
fr / leg /ppl11 － 546． html．
原文为“Toute personne qui cause un dommage à l’environnement est tenue de le réparer．”。
原文为“La réparation du dommage à l’environnement s’effectue prioritairement en nature． Lorsque la réparation en nature du dommage
n’est pas possible，la réparation se traduit par une compensation financière versée à l’tat ou à un organisme désigné par lui et affectée，

dans les conditions prévues par un décret en Conseil d’tat，à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赔偿”。〔13〕

比较可见，相对于 2012 年的第 546 号提案，2013 年第 519 号提案主要有如下变化: 第一，去掉了

第 1386 － 19 条中的“过错”，换言之，环境修复的责任拟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 第二，对于环境的修复

不仅限于“实物偿付”，〔14〕而优化为优先考虑“实物偿付”，一旦“实物偿付”不可能，则可以经济赔偿

的形式来偿付; 第三，新增加的条款将预防措施费用增列为可获赔偿的损害类型之一种。但是，西方

学者认为，不管是法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上议院议员的上述相关提案，都只是面对生态( 环境) 本

身损害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时改变民事责任体系过程中的第一步，一些关键的问题，诸如，其所称的“环

境损害”的定义和标准、环境损害的评估，以及环境责任(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和环境民事责任( envi-
ronmental civil liability) 之间的衔接等，仍有待厘清。〔15〕 此外，笔者认为，仅通过 Anziani 议员 2013 年

第 519 号提案所建议增加的第 1386 － 21 条将预防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的相关费用列为可获赔偿的

损失范围，但没有同步建立以潜在加害行为人评估、识别、排查、监测、预防、消除足以导致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的风险的义务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事实上很难有效防范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的发生。法国

围绕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赔偿救济的司法实践和立法推进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如果未来《侵权责

任法》尚有修改后编入我国拟议中的民法典之可能，可否新增与传统侵权责任机制有重大区别的生态

( 环境) 本身损害的修复、赔偿责任机制，这是否就足以预防与救济生态( 环境) 本身的损害。我们切

忌妄想“窥一斑而知全豹”，必须将法国民法典的个别条款的局部增修放在欧盟实施 10 多年的环境责

任指令的大背景中，方可作出准确解读。

二、法国民法典生态化的背景———欧盟环境责任指令及其转化

2004 年 4 月 21 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联合发布了《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

令》，旨在预防、救济生态( 环境) 加害行为针对受保护物种和自然栖息地、水、土地等特定生态( 环境)

要素本身的损害。2006 年、2009 年和 2013 年，欧盟又分别以相关指令对 2004 年 ELD 指令进行了修

订( 见表 1) ，逐步拓展了 ELD 指令所规定的环境本身损害赔偿责任所采的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并将

适用 ELD 指令的环境要素扩展至海水。

表 1 欧盟环境责任指令的后续修订

年份 名称 修改内容

2006 年 关于采掘行业废物管理的 2006 /21 /EC 号指令〔16〕

2009 年
关于二 氧 化 碳 地 质 储 存 的 2009 /31 /EC 号 指 令 及 修 订 的 几 个

指令〔17〕

在《环境责任指令》附件三清单

所列的危险职业活动基础上拓宽

了严格责任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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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原文为“Les dépenses exposées pour prévenir la réalisation imminente d’un dommage，en éviter l’aggravation，ou en réduire les
conséquences，peuvent donner lieu au versement de dommages et intérêts，dès lors qu’elles ont été utilement engages．”。
与“恢复原状”之意相类似。
See Nathalie Hervé － Fournereau，Avocetta Meeting Helsinki 2013 National Ｒeport France，available at http: www － user． uni － bremen．
de /avosetta / france_helsinki． pdf，p． 4．
Directive 2006 /21 /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5 March 2006 on the Management of Waste from Extractive In-
dustries．
Directive 2009 /31 /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3 April 2009 on the Geological Storage of Carbon Dioxide．



2013 年
关于近海油气开发安全的 2013 /30 /EU 号指令及修订的 2004 /35 /EC
号指令〔18〕

拓宽至海水污染的范围

ELD 指令第 19 条要求欧盟成员国在 2007 年 4 月 30 日之前，将该指令转换成为国内立法，并加以

适用。但实际上，直到 2010 年 7 月，所有欧盟成员国才完成该指令在各自国内的立法转化 ( 见表

2〔19〕) 。其中，2006 年意大利首先通过其第 152 号法令对 ELD 指令进行国内法化。截止 2008 年，意大

利、比利时、捷克、丹麦、德国、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等 19 个成员国将

ELD 指令转化为国内法。2009 年，爱尔兰、英国、法国、希腊等 7 个国家也完成了 ELD 指令的国内法

转化。2010 年，奥地利、芬兰对 ELD 指令进行了国内法化。

就立法形式而言，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包括英国和爱尔兰等普通法系国家在内，都采用了成文法

或制定法的方式将 ELD 指令加以国内法化。但由于各自环境法律体系的差异，各个欧盟成员国对

ELD 指令的立法转化之具体形式不尽相同。从理论上分析和归纳，笔者拟将之归纳为“修改旧法”、
“综合立法”和“系统立法”三种不同的模式。

“修改旧法”模式是在原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修改或补充，以完成对 ELD 指令的国内法化，但不

再另行制定旨在实施 ELD 指令的专门性的法律。意大利、法国、立陶宛和荷兰对 ELD 指令的转化就

是通过对其本国环境法典或者综合性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来实现的，即属这一模式。例如，意大利将

ELD 指令的内容以一个由 19 个条款和 5 个附件组成新的部分增列入原本已经存在的《环境法典》
( environmental code) ，并对该国当时已存在的其他立法进行修改。法国则以新制定的《关于环境责任

的第 2008 － 757 号法律》〔20〕和《关于预防与修复环境损害的第 2009 － 468 号政府法令》〔21〕对《环境法

典》等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了修改和新增，〔22〕来实现对 ELD 指令的国内法化。而立陶宛则是通过《第 9
－ 47 号法律》〔23〕和《第 11 － 858 号法律》〔24〕对其环境保护法进行了相应修改，以转化指令。荷兰则以

《关于 2008 年修订的环境管理法与环境责任指令实施之间的关系的第 166 号法令》〔25〕对原有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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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23〕

〔24〕

〔25〕

Directive 2013 /30 /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June 2013 on Safety of Offshore Oil and Gas Operation．
See Stevens ＆ Bolton LLP，Study on Analysis of Integrating the ELD into 11 National Legal Frameworks，Final Ｒeport prepared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 DG Environment，available at http: / / ec． europa． eu /environment / legal / liability /pdf /Final% 20report% 20 － %
20ELD． pdf，pp． 105 － 115．
LOI n° 2008 － 757 du 1er aot 2008 relative à la responsabilité environnementale et à diverses dispositions d’adaptation au droit commu-
nautaire dans le domaine de l’environnement ( 1) ．
Décret n° 2009 － 468 du 23 avril 2009 relatif à la prévention et à la réparation de certains dommages causés à l’environnement．
See Stevens ＆ Bolton LLP，Study on Analysis of Integrating the ELD into 11 National Legal Frameworks，Final Ｒeport prepared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 DG Environment，available at http: / / ec． europa． eu /environment / legal / liability /pdf /Final%20report%20 － %
20ELD． pdf，p． 109．
该法律的详细中译名称为《关于修订及增加 ＜ 环境保护法 ＞ 第 1、2、6、7、8、14、19、26、31、32、33 和 34 条及附件，废除第 24 条，

以及增加转化指令的大部分条款的第 32 条第 1 款、第 2 款的相关法律》，英译名称为 Law No． IX － 147，24． 03． 05，Official Ga-
zette，2005，No． 47 － 1558( 12． 04． 05) ，Law amending and supplementing Articles 1，2，6，7，8，14，19，26，31，32，33 and 34 of
and the Annex to and repealing Article 24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and supplementing the law with articles 32( 1) and 32( 2)

transposed most provisions of the ELD。
该法律的详细中译名称为《关于修订及增加 ＜ 环境保护法 ＞ 第 1、7、8、9 条，第二章的名称及附件的法律》，英译名称为 Law No．
XI － 858，28． 05． 10，Official Gazette，2010 No． 70 － 3472 ( 2010． 06． 17) ，Law amending and supplementing Articles 1，7，8，9，the
name of Chapter II and the Annex to and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Wet van 24 april 2008 tot wijziging van de Wet milieubeheer in verband met de implementatie van richtlijn nr． 2004 /35 /EG ( milieuaans-
prakelijkheid) ．



境管理法》进行了修改，以实现对 ELD 指令的实施。
“综合立法”模式是成员国为落实 ELD 指令或者协调该指令与其现有法律的关系，专门颁布的详

细、全面的综合性法律文件的一种转化模式。在这种转化模式下，除该种综合性较强的专门立法外，

一般不再颁布具体的实施性法规，也不对相关已有立法进行修订; 或者，即使存在个别性的另行颁布

实施规定或修改旧法的情况，也主要出于形式或程序上的法律衔接的目的。葡萄牙、斯洛文尼亚、斯
洛伐克、塞浦路斯、卢森堡、马耳他、罗马尼亚、希腊、英国、爱沙尼亚、德国、爱尔兰采用了这种模式以

转化 ELD 指令。例如，塞浦路斯于 2007 年颁布了《关于预防与补救损害的环境责任法》;〔26〕爱沙尼亚

于 2007 年颁布了《环境责任法》;〔27〕罗马尼亚于 2007 年颁布了《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

任的政府紧急条例》;〔28〕斯洛伐克于 2007 年颁布了《预防和修复环境损害法》;〔29〕葡萄牙于 2008 年颁

布了《规范环境损害责任法令》;〔30〕爱尔兰于 2008 年颁布了《爱尔兰关于欧洲委员会( 环境责任) 规定

2008 年第 547 号》( 2011 年修正) ;〔31〕斯洛文尼亚于 2009 年颁布了《关于修复环境损害措施类型的规

定( Ｒegulation) 》;〔32〕希腊于 2009 年颁布了《与 ＜ 环境责任指令 ＞ 相一致的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

方面的环境责任之第 148 号总统令》。〔33〕 比较而言，其中马耳他和德国的转化方式稍具特殊性。马

耳他于 2008 年颁布了《环境损害预防与补救规定( Ｒegulation) 》，〔34〕在原有的框架性立法《环境( 和空

间规划) 法》的基础上，将指令内容转化成为环境法的附属法，即将转化 ELD 指令的立法以法规的形

式独立于环境法，以与马耳他既有的法律体系相协调。德国于 2007 年颁布了《关于实施欧洲议会与

理事会在环境责任方面指令的法》，〔35〕并赋予这一转化 ELD 指令的专门性的综合立法以“所有违反该

法的法律或法规都无效的”非常高位阶的法律效力。〔36〕

而“系统立法”则指欧盟成员国以制定旨在转化 ELD 指令的专门立法为基础，同时选择采用修改

相关旧法、制定配套法或地方实施细则的多样化的较为系统性的立法组合方式，以实现 ELD 指令的国

内转化实施。比利时、奥地利、捷克、拉脱维亚、芬兰、西班牙、波兰、瑞典、匈牙利、保加利亚、丹麦共 11

个国家采用的是系统立法的模式，但各自又存在一些差别。例如，奥地利在颁布旨在转化 ELD 指令的

联邦专门立法的同时，其布尔根兰州、下奥地利、施蒂利亚州、蒂罗尔州、上奥地利州和维也纳等地也

颁布了一些单一法令( 详细见表 2) 。又如，捷克、波兰、西班牙、芬兰、保加利亚这 5 个欧盟成员国则

采用了“专门立法 + 单行法规”的模式。以捷克为例，其在 2008 年颁布了《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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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with regards to the prevention and remedying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Law of 2007，Law 189 ( I) /2007，No．
4154，31 /12 /2007，Government Gazette of the Ｒepublic of Cyprus．
Act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proclaimed on 28 November 2007 with Ｒesolution No． 203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Ｒepublic of Estonia．
Government Emergency Ordinance No． 68 /2007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with regard to preventing and remedying environmental dam-
age，published in the Ｒomanian Official Gazette，Part I． No． 446 /29． VI． 2007．
Act No． 167 /2008 Coll． of 22 April 2008 on the prevention and remedying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amending certain laws．
Decree － Law No． 147 /2008 of 29 July 2008．
S． I． No． 547 /2008 － European Communities (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Ｒegulations 2008． And S． I． No． 307 /2011 － European Com-
munities (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 Amendment) Ｒegulations 2011．
o vrstah ukrepov za sanacijo okoljske kode，Na podlagi devetega odstavka 110． e člena Zakona o varstvu okolja ( Uradni list ＲS，t． 39 /06 －
uradno pre či čeno besedilo，49 /06 － ZMetD，66 /06 － odl． US，33 /07 － ZPNačrt，57 /08 － ZFO －1A in 70 /08) ．

Presidential Decree No． 148 /2009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Gazette on 29 September 2009 ( FEK A’190 /29． 9． 2009) ．
Prevention and Ｒemedying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Ｒegulations，2008，LN 126 /2008，Subsidiary Legislation 504． 85．
Act concerning the Prevention and Ｒemedying of Environment Damage of May 10，2007．
See The EU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Directive: A Commentary 143 ( Lucas Bergkamp ＆ Barbara Goldsmith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13) ．



案》后，于 2009 年和 2011 年又先后颁布了《土壤生态损害的识别与修复法令》〔37〕和《环境损害风险评

估的方法及金融安全条件的政府指令》。〔38〕 拉脱维亚、瑞典则采用了“修改旧法 + 单行法规”的模式。

以拉脱维亚为例，在对其《环境保护法》( 2006 年第 24 号) 进行相应修改的同时，还专门制定了《关于

评估对受特殊保护的物种或栖息地影响的重要性标准的规定( 2007 年第 213 号) 》、〔39〕《关于环境损

害的预防、补救措施及评估程序和预防、紧急及补救措施的费用计算的规定( 2007 年第 281 号) 》。〔40〕

丹麦采用的则是“专门立法 + 单行法规 + 修改旧法”组合转化方式，除了制定《调查、预防与补救的环

境损害法( 环境损害法，2008 年第 466 号) 》〔41〕外，丹麦还颁布了 3 个单行法规，即《关于 466 号法案部

分开始实施的第 1092 号法令》、〔42〕《关于环境损害法项下行政与监管费用求偿的第 657 号法令》〔43〕和

《关于确定环境损害存在和某些类型环境损害补救标准的第 652 号法令》;〔44〕此外，丹麦还对渔业、供
水、海洋保护、自然保育、森林、矿业等领域的多部原有立法也进行了相应修改( 详细见表 2) 。

表 2 欧盟成员国〔45〕转化 ELD 指令的立法形式与模式〔46〕

国家 国内主要立法 转化模式

意大利 《意大利环境法规( 2006 年第 152 号法令) 》的第六部分 修改旧法

荷兰
《荷兰关于 2008 年修订的环境管理法与环境责任指令实施之间的关系的第 166
号法令》

修改旧法

法国
1．《法国关于环境责任的第 2008 － 757 号法律》
2．《法国关于预防与修复环境损害的第 2009 － 468 号政府法令》

修改旧法

立陶宛

1．《立陶宛第 9 － 47 号法律》( 关于《环境保护法》修订及增加第 1、2、6、7、8、14、19、
26、31、32、33、34 及附件，废除第 24 条，以及增加第 32 条第 1 款，第 32 条第 2 款

所转化的指令的大部分条款的相关法律)

2．《立陶宛第 11 － 858 号法律》( 修订及增加《环境保护法》第 1、7、8、9 条，第二章

的名称及附件)

修改旧法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关于预防和修复环境损害的法案( 2007 年第 359 号) 》 综合立法

葡萄牙 《葡萄牙规范环境损害责任的法令( 2008 年第 147 号) 》 综合立法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关于修复环境损害措施类型的规定( 2009 年) 》 综合立法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关于预防与补救损害的环境责任法律( 2007 年第 189 号) 》 综合立法

罗马尼亚 《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的政府紧急条例( 2007 年第 68 号) 》 综合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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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o zjist’ovanf a naprave ekologicke ujmy na pude，Sbfrka zakonu c． 17 /2009．
Naǐízení vlády o zp usobu hodnocení rizik ekologické újmy a bli finan čního zajitění，Pǐedpis č． 295 /2011 Sb．

Ｒegulation on the criteria to be used when asse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ffect of damage to species or habitats subject to special protec-
tion measures ( Official Gazette 54，30． 03． 2007) ，Ｒegulation No． 213，Ｒecord No． 21，section N 32．
Ｒegulation on preventive and remedial measures and a procedure for the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the calculation of the
costs of preventive，urgent and remedial ( Official Gazette 78，16． 05． 2007) ，Ｒegulation No． 281，Minutes No． 25，section 31．
Sbfrka zakonu c． Lov om undersgelse，forebyggelse og afhjlpning af miljskader ( miljskadeloven) ．
Bekendtgrelse om ikrafttrden af § 4，stk． 1，nr． 6，litra c，i lov om undersgelse，forebyggelse og afhjlpning af miljskader
( miljskadeloven) ．
Bekendtgrelse om dkning af omkostninger i forbindelse med administration og tilsyn efter miljskadeloven．
Bekendtgrelse om visse kriterier for vurdering af，om der foreligger en miljskade og om krav til afhjlpning af visse miljskader．
克罗地亚于 2013 年 7 月加入欧盟，尚未来得及上交国家实施报告，其数据难以获得，暂未列入本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13 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生孙海萍协助编制了本表，在此表示感谢!



希腊
《希腊与 ＜ 环境责任指令 ＞ 相一致的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方面的环境责任总

统令( 2009 年第 148 号) 》
综合立法

爱沙尼亚 《环境责任法( 2007 年第 203 号总统令) 》 综合立法

爱尔兰
《爱尔兰关于欧洲委员会 ( 环境责任) 规定 2008 年第 547 号条例》( 2011 年有修

正)
综合立法

英国

1．《英国环境损害( 预防和补救) 条例( 2009 年第 153 号) 》( 2010 年修正)

2．《北爱尔兰环境责任( 预防与补救) ( 修正案) 条例( 2011 年第 210 号) 》
3．《苏格兰环境责任条例( 2009 年第 266 号) 》( 2011 年修正)

4．《北爱尔兰环境责任( 预防与补救) 条例( 2009 年第 252 号) 》
5．《直布罗陀环境责任( 预防与补救) 条例( 2008 年第 100 号) 》

综合立法

马耳他 《马耳他环境损害预防与补救的法规( 2008 年) 》
综合立法

( 附属法规)

卢森堡 《卢森堡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相关的法律( 2009 年) 》 综合立法

德国 《德国服务于实施欧洲议会与理事会在环境责任方面指令的法案( 2007 年) 》 综合立法

芬兰
1．《芬兰对特定种类的环境损害补救的法案( 2009 年第 383 号) 》
2．《对特定环境损害进行补救的政府法令( 2009 年第 713 号) 》

系统立法

( 专门立法 +
单行法规)

拉脱维亚

1． 修改《拉脱维亚环境保护法( 2006 年第 24 号) 》
2． 制定《关于评估对受特殊保护的物种或栖息地影响的重要性标准的规定 ( 2007
年第 213 号) 》
3． 制定《关于环境损害的预防、补救措施及评估程序和预防、紧急及补救措施的费

用计算的规定( 2007 年第 281 号) 》

系统立法

( 修改旧法 +
单行法规)

西班牙

1．《西班牙环境责任法( 2007 年第 26 号) 》
2．《西班牙关于实施环境责任法( 2007 年第 26 号) 的指令( 2008 年第 2090 号) 》
3．《由于强制金融安全的形成而采纳优先级和时间表的部长令( 2011 年第 1783 号)》

系统立法

( 专门立法 +
单行法规)

波兰

1．《波兰补救环境损害的规定》
2．《波兰建立环境损害评价标准的规定》
3．《波兰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法案》( 2007)

4．《关于对环境的紧迫威胁和环境损害予以登记的规定》〔47〕

5．《补救活动和条件的种类及其实施方式的规定》〔48〕

系统立法

( 专门立法 +
单行法规)

瑞典
1．《瑞典环境法典修正案( 2007 年第 660 号) 》
2．《瑞典严重的环境损害条例 2007 年第 667 号》

系统立法

( 修改旧法 +
单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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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Ordinance of the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of 26 February 2008 on the register of imminent threats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environ-
mental damages ( issued under the Act 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orate) ．
Ordinance of the Minister for the Environment of 4 June 2008 on types of remedial measures and on the conditions and manner in which
they are carried out ( issued on the basis of the 2007 Act) ．



奥地利

1．《奥地利联邦环境责任法案》
2．《奥地利布尔根兰州环境责任法案》
3．《上奥地利州环境责任法》
4．《下奥地利州环境责任法》
5．《奥地利施蒂利亚州环境责任法》
6．《蒂罗尔州关于损害被保护物种及自然栖息地和对土壤的某些损害的责任的

2009 年第 5 号法案》〔49〕

7．《奥地利维也纳环境责任法》
8．《奥地利克恩顿州修订 2002 年自然保护法的 2009 年第 9 号法案》〔50〕

9．《奥地利萨尔茨堡州修订环境保护与环境信息法的 2010 年第 45 号法案》〔51〕

10．《福拉尔贝格州修订 IPPC 及塞尔索指令 II 的装备法的法案》〔52〕

系统立法

( 专门立法 +
单一法令 +
修改旧法)

匈牙利

1．《匈牙利关于对自然造成的损害的评估及提供修复规则 2007 年第 91 号政府法

令》
2．《匈牙利政府制定的预防和修复环境损害的规则( 2007 年第 90 号) 》
3．《匈牙利 2007 年第 92 号令修订 2004 年第 219 号令( 地下水保护) 》〔53〕

4．《匈牙利第 93 号令，修订第 220 号令( 地表水质保护) 》〔54〕

5． 修订 1995 年环境保护通则〔55〕

6． 修订 1995 年水管理法〔56〕

7． 修订 1996 年的自然保育法〔57〕

8． 2012 年废物管理法

系统立法

( 单行法规 +
修改旧法)

保加利亚

1．《保加利亚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法案( 2008 年第 43 号) 》〔58〕

2．《保加利亚在适用环境损害预防和补救法案时的预防与补救措施的种类及其最

低费用的规定( 2008 年第 1 号) 》〔59〕

3．《保加利亚关于在环境损害预防和补救法案第 3 条第 1 款所指向的附件一所列

活动的经营者公共登记册的规定( 2008 年 109 号) 》〔60〕

系统立法

( 专门立法 +
单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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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5th Act of 18 November 2009 on liability in the event of damage to protected species and natural habitats and for certain land damage ( Ty-
rol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Act － T － UHG) ，Land Law Gazette of the Tyrol，No． 2 /2010，issued on 21 January 2010．
9th Act of 26 November 2009 amending the Carinthian 2002 Nature Protection Act，Land Law Gazette for Carinthia No． 4 /2010; 55th
Act of 9 July 2009 amending the Carinthian IPPC Installations Act，Land Law Gazette for Carinthia No． 26 /2009，issued on 30 September
2009．
45th Act of 5 May 2010 amend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ct，Land Law Gazette of Salzburg，issued
on 30 June 2010．
Act amending the IPPC Installations and Seveso II Installations Act，Land Law Gazette for Vorarlberg，No． 3 /2010，issued on 2 February
2010．
Decree No． 92 /2007 ( IV． 26． ) on the amendment of Government Decree 219 /2004 ( VII． 21) on the protection of groundwater．
Government Decree No． 93 /2007 ( VII． 21． ) on the amendment of Government Decree 220 /2004 ( VII． 21)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qual-
ity of surface waters．
Act LIII of 1995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LVII of 1995 on water management．
Act LIII of 1996 on nature protection．
Prevention and Ｒemediation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Act ( PＲEDA) ( SG No43 /2008) ．
Ｒegulation No 1 of 29 October 2008 on types of preventive and remedial measures under PＲEDA and the minimum cost of such measures
( SG 96 /2008) ．
Ｒegulation concerning the public register of operators who carry out the activities referred to in Annex 1 to Article 3 ( 1) of PＲEDA ( ap-
proved by Council of Ministers’Decree No 317 of 12 December 2008，SG No 109 /23． 12． 2008) ．



丹麦

1． 制定《丹麦调查、预防与补救的环境损害法( 环境损害法) ( 2008 年第 466 号) 》
2． 制定《丹麦关于 466 号法案部分开始实施的第 1092 号法令》
3． 制定《丹麦关于环境损害法项下行政与监管费用求偿的第 657 号法令》
4． 制定《丹麦关于确定环境损害存在和某些类型环境损害补救标准的第 652 号法

令》
5． 修改《丹麦渔业法( 2014 年第 568 号) 》
6． 修改《丹麦供水法( 2013 年 1199 号) 》
7． 修改《丹麦关于授权发电厂的建立和修改的第 565 号法令》
8． 修改《丹麦海洋保护法( 2013 年第 963 号) 》
9． 修改《丹麦自然保育法( 2013 年第 951 号) 》
10． 修改《丹麦森林法( 2013 年第 678 号) 》
11． 修改《丹麦矿业法案( 2013 年第 657 号) 》
12． 修改《丹麦狩猎和野生动物管理法( 2009 年第 930 号) 》
13． 修改《丹麦水道法( 2009 年第 927 号) 》

系统立法

( 专门立法 +
单行法规 +
修改旧法)

比利时

1．《比利时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皇家法令》
2． 对海洋保护、转基因等相关领域的法律作出修改

3． 联邦层面外，其各个区也制定地区转化指令的单一法令

系统立法

( 专门立法 +
单一法令 +
修改旧法)

捷克共和国

1．《捷克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法案( 2008 年第 167 号) 》
2．《捷克土壤生态损害的识别与修复法令( 2009 年) 》
3．《捷克关于环境损害风险评估的方法及金融安全条件的政府指令 ( 2011 年第

295 号) 》

系统立法

( 专门立法 +
单行法规)

三、法国民法典侵权责任条款生态化的“全局”与“局部”

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比较分析可知，欧盟成员国旨在转化欧盟 ELD 指令的上述立法具有一个共

性，即欧盟成员国均建立起包含了预防与补救环境( 本身) 损害的法律制度，并在此前提下，将预防环

境损害发生或扩大的费用的赔偿、修复被损坏环境( 或生态) 的救济性的法律制度作为“预防与救济”

一体化的新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和信息，笔者尚未发现一个欧盟成

员国单纯通过修改传统的侵权责任法律，或仅依靠制定针对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的赔偿责任的立法，

就实现了对直接危害环境本身的行为的有效事先预防和充足、及时事后补救。哪怕个别成员国存在

冠以“责任法”名义的立法，事实上也将相关主体预防环境本身损害的义务和公共机构的相应监督执

法职责纳入其中，既有实体性义务条款，也有程序性规则。例如，爱沙尼亚《环境责任法》的第一条“适

用范围”之第 1 款即明确该法的适用范围包括环境损害的预防和救济两个部分。〔61〕 基于此，笔者不

禁担忧，仅通过修改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条款，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救济的范围，未来是否

足以有效遏制生态损害的发生?

作为经典传统民法典寻求解决环境问题急先锋的法国民法典，其侵权责任条款生态化修改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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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 1．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Act ( 1) This Act regulates the prevention of and remedying of damage caused to th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polluters shall pay．



议是否是一种孤立的存在? 事实上，基于全局性的分析，我们必须承认法国民法典侵权责任条款的生

态化修改议案仅仅是法国以实施欧盟 ELD 指令为目标的整体法律变革框架下的一种侵权法的适应性

立法。如前所述，法国通过前述《关于环境责任的第 2008 － 757 号法律》和《关于预防与修复环境损害

的第 2009 － 468 号政府法令》建立了针对环境本身损害的统一一体的预防与救济法律制度，这一法律

发展涉及对《环境法典》( Code de l’environnement) 、《行政司法法典》( Code de justice administrative) 、
《刑事程序法典》( Code de procedure penale) 等既有法律的修改和补充。〔62〕 例如，在《环境法典》第一

卷( Livre Ier) 新增了第六编“部分环境损害的预防与修复”( Titre VI: Prévention et réparation de certains
dommages causés à l’environnement) ，该编内容涉及第 1 章“适用范围”( Champ d’application) 、第 2 章

“制度”( Ｒégime) 、第 3 章“刑罚”( Dispositions pénales) 、第 4 章“部分行为的特别规定”( Dispositions
particulières à certaines activités) 、第 5 章“杂项条款”( Dispositions diverses) 。

仔细分析《环境法典》第一卷新增的第六编的章节结构和条文( 参见表 3) ，我们可以发现，增加危

害行为人对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的修复和赔偿的法律责任，仅仅是法国所建立的针对生态( 环境) 本

身损害的预防和救济一体化的新法律制度的一个环节，是一种事后被动的救济制度，必须与事先识别

生态损害风险、监测监管可能造成生态损害的潜在危害行为、排查与排除生态损害威胁、防控和降低

生态损害等事先主动的预防制度相互结合，构成预防和救济生态损害的完整法律制度框架。而审议

中的法国民法典有关侵权责任的第 1386 条的相关修改法案也主要旨在解决传统侵权责任规则与新

兴的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的修复、赔偿责任规则的衔接问题。事实上，仅仅依靠法国民法典侵权责任

条款的修改，根本无法起到有效预防和充分救济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的效果。例如，诸多涉及预防生

态( 环境) 本身损害发生的行政监管制度、当事人的预防性清理义务和行政监管制度、损害的鉴定评估

和修复义务的代履行及其行政监管制度等内容均无法被编入传统的民法典，而旨在追究加害行为人

和失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的相关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也已超出了民法典的范畴，所

以法国已经同步修改了《行政司法法典》《刑事程序法典》等法律。

综合上述的归纳和分析，笔者认为，生态损害的事先预防制度与事后救济制度必须整体考量、

统一设计，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才能发挥该项法律制度的整体效能。而在生态损害预防与救济一体

化的法律制度中，民法典侵权责任条款的相应生态化只能成为有益的“协奏曲”。在生态损害预

防、修复、赔偿等主要环节分散立法的模式下，生态化后的民法典侵权责任条款这支“协奏曲”可以

成为生态损害综合预防与救济法律制度这一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 而在包含了生态损害赔偿机制

的生态损害预防与救济这种综合性、专门性立法模式下，则只能成为“生态损害综合预防与救济

法”这一“独舞”的“伴奏曲”了。总之，无论是“协奏曲”模式，还是“伴奏曲”模式，民法典侵权责任

条款的生态化并无孤军作战以预防和修复生态损害的可能。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法国民法

典第 1386 条旨在救济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的修改动议，更不能神化民法典生态化对于生态损害

预防和救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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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LOI n° 2008 － 757 du 1er aot 2008 relative à la responsabilité environnementale et à diverses dispositions d’adaptation au droit commu-
nautaire dans le domaine de l’environnement ( 1) ．



表 3 法国《环境法典》第一卷第六编章节结构

编 章 节 次节

第 六 编 部

分 环 境 损

害 的 预 防

与修复

第 1 章 适用范围

第 1 节 原则

第 2 节 预防和修复损害措施
第 1 次节 预防措施

第 2 次节 修复措施

第 3 节 行政警察的权力

第 4 节 预防和修复措施的费用

第 2 章 制度

第 3 章 刑罚

第 4 章 部分行为的特别规定

第 5 章 杂项条款

四、预防、救济生态损害的非民法典与民法典“共鸣”之路

就我国建立综合预防和救济生态损害的法律制度的路径而言，鉴于我国《环境保护法》刚于 2014

年 4 月完成修订，此轮修订没有专门涉及生态损害的预防与救济问题，而短期内不可能再次修改该

法。因此，以环境基本法的相关章节就生态损害预防与修复的行政管理体制、生态损害预防与修复的

基本义务及其行政代履行、以生态损害预防与修复为前提的索赔机制和赔偿责任作出集中性的原则

规定，以适用于环境、生态各要素领域，这一由环境基本法统一原则规定的立法方案短期内不具可操

作性。

而通过对环境单行法进行逐个修改和补充的方式，成熟一个环境要素领域，建立一个环境要素领

域的生态损害预防和救济制度，并侧重于以单行法中生态损害预防与修复费用的赔偿责任为中心，以

赔偿责任威慑潜在生态损害危害行为人，以责任促预防，也不失为一种带有试探性的保守稳健的立法

方案。例如，可以通过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或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在相关章

节中分别就生态损害的预防、修复和赔偿责任作出规定。但是从 2015 年 8 月获得通过的《大气污染

防治法》的修订情况来分析和预见，笔者担忧这一分散立法的路径恐怕也很难实现。有关侵权责任，

《大气污染防治法》仅设第 125 条一条衔接条款，原则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

担侵权责任”。对此，立法起草机关的态度非常明确，即“目前的侵权责任法设专章对‘环境污染’和

‘免责事由’作了具体规定，从立法技术要求简练的角度出发，规定了一个衔接性条款”，“此外，根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民法典正在编纂过程中，届时将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其他法律作出

专门规定的，也可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63〕《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环境保护法》修订后修改通过

的首部环境单行法，其立法技术具有风向标意义，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立法机关对待环境单行法的

侵权责任条款的技术处理思路会得到延续。因此，笔者认为，通过环境单行法逐个立法的方式建立以

生态损害的修复与赔偿为中心的扩大化的侵权责任特别法的方案也不可预期。

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可以借鉴和发展法国的立法经验，制定《生态损害综合预防与救济法》，同时

将《侵权责任法》第八章进行生态化改造后编入未来的民法典，以此在我国奠定生态损害综合预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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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参见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85 页。



救济的完整法律制度的基石。其中，侵权责任条款的生态化主要旨在将生态( 或环境) 本身损害的修

复责任，以及加害人以外主体所负担或可能负担的预防或减轻生态( 或环境) 本身损害、修复生态( 或

环境) 本身损害的合理必要费用的赔偿责任增加为侵权责任之组成部分。为了保持未来“侵权责任法

编”的传统民法结构的逻辑性和传承性，建议可以将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第八章扩展为“环境侵权

责任”和“生态损害责任”两章，前一章针对新《环境保护法》已经立法拓展的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为原因行为的传统环境侵权责任，〔64〕而后一章则专门针对本文所讨论的区别于传统环境侵权责任的

生态或环境本身损害的民事责任。
2015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其中第 39 段提出“严格实

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健全环境损害赔

偿方面的法律制度、评估方法和实施机制，对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依法严惩重罚; 对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的，以损害程度等因素依法确定赔偿额度”。〔65〕 2015 年 12 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

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国家“逐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66〕 笔

者认为，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的追责最终是为了预防和修复这类损害，即对潜在的危害行为人起到震

慑作用，促使他们及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预防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的发生，因此，应明确以造成损

害的危害行为人为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的首位修复义务人，并且应综合运用损害赔偿机制、环境保护

行政监管机制、检察机关等司法监督机制、保险和基金等市场机制、社会公众和环保公益组织公众参

与机制来尽力修复被损害的生态( 环境) 。因此，生态( 环境) 本身损害的预防、修复和赔偿救济的问

题已经成为我国当下的一个重大立法课题，笔者建议，我国应尽快研究制定有关生态损害综合预防、

修复和赔偿的专门法，该法的名称可以为“生态损害综合预防与救济法”，〔67〕就该专门立法的结构而

言，建议其主要章节应包括“总则”、“生态损害的预防与控制”、“生态损害的修复”、“生态损害的求

偿”、“法律责任”和“附则”。
“总则”章应首先明确“生态损害综合预防与救济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预防和修复生态损害，完

善环境责任机制，保障公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需明确该法在空

间和时间上的适用范围，以及主要调整的活动类型。此外，该章也须对该法的法律原则作出抽象概

括，生态损害的预防、修复和赔偿工作应贯彻和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损害担责、公众参与等原则。

有关我国生态损害预防、修复和索赔的行政管理体制和主管机关及其权力配置也须在本章中予以明

确。为了促进和提高环境保护领域各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协助配合，必须建立生态损害防治相关的

环境信息的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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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参见竺效:《论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立法拓展》，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 2 期，第 248 － 265 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2015 － 09 /21 /c_1116632159_3． htm，2015
年 9 月 27 日访问。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http: / / legal． people． com． cn /n /2015 /
1203 /c188502 － 27887121． html，2015 年 12 月 3 日访问。
笔者主张使用“生态损害”的表述，“生态损害”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生态( 或环境) 本身损害的含义。这一主张主要基于两个方

面的考虑: 其一，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是两类不同的加害行为，“生态环境”的表述并非经得起科学的推敲( 参见竺效: “论环境

侵权原因行为的立法拓展”，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 2 期，第 256 － 259 页) 。其二，党和国家相关重要文件所采用的是“生态文

明”的提法，而非“生态环境文明”这一表述。例如，2012 年 11 月 8 日，党的十八大报告多次使用“生态文明”的表述( 参见胡锦

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19、39 － 41 页) 。



“生态损害的预防与控制”章应首先明确在预防生态损害发生的阶段，有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

营者的法定义务，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识别和评估生态损害风险、排查和

监测生态损害隐患、排除和降低生态损害威胁，建立和完善本单位生态损害风险和应急管理制度，全

力预防生态损害的发生; 一旦发现潜在的生态损害风险、隐患或威胁，生态损害预防义务人应当立即

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阻止生态损害的发生; 生态损害预防义务人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可行的预防措

施，但生态损害的风险、隐患或威胁尚未消除时，涉事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应依法及时报告所

在地环境保护等有关主管机关。相应地，也应明确生态损害预防阶段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机关的职

责，主要包括要求和指导有关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履行法定义务，建立和完善生态损害风险和应

急管理制度; 要求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提供任何关于生态损害迫近威胁的信息; 要求或指导

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以及必要时自行或组织第三方采取必要的生态

损害预防措施。如果生态损害已经发生，则将工作重心转入防止生态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同理，也应

明确该阶段涉事企事业单位、其他经营者的义务和环境保护等法定行政监管机关的职责。
“生态损害的修复”章应明确生态损害危险行为人的首位修复义务，生态损害修复阶段涉事企事

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的一般义务为: 遇有生态损害的发生，应当立即向有关主管机关通报生态损害事

故的所有相关信息，并且根据主管机关的要求或指导采取相应的生态损害修复措施，按时向主管机关

提出备选的生态损害修复方案。生态损害修复阶段，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机关的一般职责也是该章

应明确规定的，主要包括: 要求有关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提供任何关于生态损害的信息; 要求或

指导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采取必要的生态损害修复措施，或者要求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

经营者按时提交备选的生态损害修复方案; 在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拒绝开展生态损害修复

行动或者不能确定生态损害修复责任人时，决定自行采取或组织第三方采取必要的生态损害修复措

施。生态损害的修复必须依赖于生态损害鉴定评估机制，该章应建立我国生态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

基本流程，包括: ( 1) 对损害发生前生态( 环境) 的基线状态进行调查，综合污染物和物种变化等情况

确认是否存在生态损害，确定生态损害已经发生的，应当同时判定生态损害的范围与程度; ( 2) 已确定

存在生态损害的，受委托生态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应当根据污染物暴露途径的验证分析，判定生态损害

的因果关系，认定可归责的生态损害修复责任人; ( 3) 确定因果关系与生态损害修复责任人后，有关

主管机关应当继续委托鉴定评估机构研究编制生态损害的修复方案，或者由行政主管机关责令负有

生态损害修复义务的主体在指定期限内提出备选的生态损害修复方案，或者与生态损害修复责任人

共同协商制定生态损害修复方案; ( 4) 接受有关主管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编制生态损害修

复方案的委托后，鉴定评估机构应确立生态环境修复的目标，顺次采用资源或服务对等法、价值对等

法等方法量化生态( 环境) 相对于基线状态的受损水平，确定将受损生态( 环境) 恢复到基线水平的基

础修复措施; ( 5) 基础修复措施确定后，鉴定评估机构应当判定基础修复措施能否将生态损害完全恢

复到基线状态; ( 6) 对于不能通过基础修复措施完全恢复到基线状态的生态损害，还应当顺次采用资

源或服务对等法、价值对等法等方法确定补充性修复措施; ( 7) 基础性与补充性修复措施确定之后，鉴

定评估机构应当根据基础性与补充性修复措施的恢复路径与时间评估生态损害的期间损失，并采用

替代等值分析方法对其进行量化，确定补偿性修复措施; ( 8) 对于全部或部分修复不能的生态环境损

害，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量化修复不能部分的生态损害量。生态损害鉴定评估流程中也揭示了我

国未来的生态损害修复措施主要包括基础性修复措施和补充性修复措施。作为程序性保障机制，该

·72·

论生态损害综合预防与救济的立法路径 竺 效



章也需对行政主管机关确定生态损害修复方案和通知生态损害修复义务人的程序、生态损害修复措

施的执行程序和生态损害修复中的信息公开等公众参与程序作出规定。
“生态损害的求偿”章的特色性制度包括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建议采用归责原则的两

分法，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处置具有生态、环境高危害风险的物

质或者使用具有生态、环境高危害风险的工艺、设备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应采用无过错原则，

而对于其他一般性行为人则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以环境保护等行政监管部门为生态损害预防和修复

的督促、代履行组织和求偿基本主体，并将实施预防和修复生态损害作为求偿的前提，是体现生态损

害综合预防与救济理念的核心制度之一，建议未来可以明文规定，依法负有生态损害预防、修复责任

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不履行预防、修复生态损害的责任的，国务院或生态损害发生地县级以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海洋、国土资源、林业、草原等相关环境、资源、生态保护主管部门应在各自

行政管理职责范围内分别、共同或协商组织专业技术机构和人员代为预防生态损害或修复被污染环

境、恢复被破坏生态系统; 由县级以上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前款规定组织代为履行生态损害修复责任

的，由组织开展生态损害预防或修复代履行工作的国务院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相关环境、

资源、生态保护主管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生态损害求偿诉讼，由致害行为人赔偿已实际产生或将产生的

预防生态损害发生和扩大、修复被污染环境或恢复被破坏生态系统的必要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生

态损害预防措施费用、生态损害扩大防范措施费用、生态损害的基础性修复措施费用或补充性修复措

施费用、生态损害恢复期间的过渡性生态服务功能损害以及执法机构根据本法所进行的生态损害预

防、修复、索赔所产生的各项合理必要的行政辅助性花费。其中，行政辅助性花费应主要包括: 生态、

环境基线水平的评估; 生态损害的确定; 生态损害责任人的确定; 生态损害预防或修复措施的研究和

选定; 生态损害预防或修复方案的编制; 生态损害预防或修复费用的评估; 生态损害恢复期间的过渡

性生态服务功能损害的评估; 生态损害无法恢复时象征性损害的评估; 以及为鉴定评估上述各项所发

生的必要合理的监测、咨询等辅助性活动; 执法机构为索赔生态损害而提起的诉讼活动等。针对运用

基础性修复措施和补充性修复措施仍无法使得被污染的环境修复或被破坏生态系统恢复的情形，应

授权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生态损害象征性损害求偿诉讼，由致害行为人承担象征

损害赔偿，而象征性生态损害赔偿的数额可以参照类似的生态损害事故的修复费用进行评估，且应明

文规定所获象征性生态损害赔偿款须用于其他生态损害的预防、修复工作，不得挪作他用。此外，生

态损害求偿中，多因一果生态损害的赔偿责任分配、免责事由、抗辩事由、求偿金额的确定等特殊程序

机制也可以在该章中予以设计。生态损害的行政机关索赔是生态损害求偿制度的主线，包括发支付

通知、签订支付协议、由行政机关提起的生态损害赔偿民事公益诉讼等程序，如果行政机关怠于履行

生态损害预防、修复和索赔职责，则应由检察机关通过发出检察建议书并进而通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予以司法监督。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向负有行政监管职责环保行政部门或检察督促职责的检察机关

举报，请求他们履行法定职责，甚至可以在拒绝履职的情况下，通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向赔偿责

任人索赔生态损害。无论是由行政机关或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的生态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都

有财产或证据保全、特殊索赔时效、生态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侵权诉讼的衔接等一些特

殊的公益诉讼程序需要本章予以规定。此外，对于生态损害赔偿款的管理、使用和监督; 赔偿责任人

不明的生态损害预防、修复费用的解决机制; 从事具有造成生态损害高风险活动的行为人的生态损害

强制责任保险等生态损害赔偿的配套辅助机制也应在本章中予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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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章应主要规定造成生态损害主体、行政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

和刑事责任。此外，对于生态损害危害行为人的保险人、财务担保人的补偿责任; 对于造成或可能造

成生态损害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无能力足额支付合理必要的生态损害预防或修复费用时，应

由为其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对其控股或者参股的单位和个人，对生态损害的预防和修复承担连带责

任; 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环境监测机构等第三方主体，一旦其所提供的环境服务弄虚作假导致生

态损害发生的，也应当与造成生态损害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附则”章主要解决本法所涉及关键性术语的界定和实施日期。其中，应明确界定“生态损害”、

“损害”、“环境损害威胁”、“生态损害鉴定评估”、“基线”、“补充性修复措施”、“生态损害恢复期间的

过渡性生态服务功能损害”等主要特色性术语。

On the Legislation Blue Print of Integrated Prevention and
Ｒemedy of Ecological Damage: Using Modification of Tort
Liability Provisions of French Civil Code for Ｒeference

Zhu Xiao
Abstract: The tort liability article of Civil Code is currently under consideration in France． The

objective of this modification is to achieve remedy of the ecological ( or environmental) damage per se
through ecological Civil Code． In fact，it is only a suitability legislation as part of the complete
implementation legal system in France for the of Directive 2004 /35 /C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with Ｒegard to the Prevention and Ｒemedying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None of EU member states achieve an effective advance prevention and adequate afterward
remedy of these new damages by simply modifying a traditional tort law or individually legislating repair
liability systems against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terms of this realistic legislation issue，with the
compiling of Civil Code and implementation of 2015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Institution Experimental Ｒeform Program，China should use the French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to
formulate the Ecological Damag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Ｒemedy Act． Meanwhile，the Chapter
VIII of Tort Liability Act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future Civil Code after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Civil Code; tort liability; ecological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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