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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主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研究】 主持人: 吕忠梅

主持人语: 2015 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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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在七个省份先行试点由国务院授权省级政府( 可指定相关职能部门) 针对生态环境损

害提起索赔磋商和 /或民事诉讼，以破解“公地悲剧”，实现“损害担责”。这是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改革，具有丰富的内涵，对现行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将产生革命性影响，但

尚未成为学术热点。为了发挥环境法理论研究对重大改革的引领、促进作用，我邀请了几位活跃在

环境法学研究和实践前线的青年学者一道，共同推出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研究”专栏，

期冀抛砖引玉，让更多学者投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以智识和诤言构造环境法学。

收稿日期: 2017 － 03 － 13

作者简介: 吕忠梅( 1963 － ) ，女，湖北荆州人，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研究

方向: 环境法学、经济法学。

①参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新华网，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gongyi /2015 － 12 /04 /c_128498744． htm，2017 年 2 月

6 日访问。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辨析

吕忠梅

(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70)

摘要: 现有法律对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和赔偿制度尚无明确规定，需要通过试点加以实践探索，更需要从理论上界

定各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不同于民法上的“具体损害”，是一种需要从“质”与“量”两个方面加以判断的“总体利

益损害”; 生态环境损害构成的“侵害”与“法益”两个规范要素组合具有明显的二元性，不能完全纳入《侵权责任

法》范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危险或风险防御责任，既不同于传统民法上的损害赔偿，也不同于恢复原

状，应在法律上创制专门环境侵害责任。
关键词: 生态环境损害;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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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围绕这一制度建设，国家发布

了系列政策性文件，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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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试点方案》) ，明确了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时间表，要求到 2020 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初步构

建责任明确、途径通畅、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各试点省

份积极行动，纷纷出台了本省的改革试点方案。但从目前各省的试点方案看，大多是对国家试点方案的

“平移”，离《试点方案》提出的“通过试点逐步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和损害

赔偿解决途径等，……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①的任务有

相当距离。现有法律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尚无明确规定，试点首先要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这个

概念“破题”。其实，近年来，在修订《环境保护法》、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以及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整体方

案过程中，进行了一些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实践探索，为我们从法律上界定“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的概念提供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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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问题的提出

《试点方案》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整体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承担着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的具体任

务。① 这是一个我国现有法律中尚未建立的一项制度，这意味着《试点方案》要进行的是制度创新。但

由于国家政策的功能局限，《试点方案》只能对一些基本问题做出原则性规定; 也由于客观上此项改革

尚无成熟经验和资源基础，还需要经过试点探索并不断总结。按照《试点方案》的表述，从法律的角度

至少有以下疑问:

( 一)“生态环境损害”的内涵是什么?

《试点方案》给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定义并采取列举加排除的方法，对适用范围做了规定。“本

试点方案所称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和

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试点方案》规定

了应该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②以及适用排除。③ 我们看到:《试点方案》所确定的“生

态环境损害”是“要素的不利改变”与“系统功能退化”。它不仅不是传统法律上的“财产与人身损害”，

而且明确了其适用于几种“事件”，并将“人身伤害”与“财产损失”排除在外。那么，生态环境损害的含

义什么? 其与传统法学上的“损害”有什么不同?

( 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健康损害赔偿”有何关系?

《试点方案》提出要明确赔偿范围，鼓励试点地方开展环境健康损害赔偿探索性研究与实践。④ 我

注意到，《试点方案》在列举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后，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环境健康损害赔

偿”。这里的问题是: “环境健康损害赔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鼓励“开展

环境健康损害赔偿探索性研究与实践”，并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的内容? 如果是，为什么不直接

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内容? 另外，“功能损失”是指什么? 如何“赔偿”?

( 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案件”旨趣何在?

《试点方案》鼓励依法推进，鼓励创新，⑤同时要求完善赔偿诉讼规则。⑥ 我们看到，《试点方案》要

求试点地方法院指定专门法庭审理“生态环境损害民事案件”。那么，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生态

环境损害民事案件”是什么案件? 伸言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案件”的性质是什么? 这种“民事纠

纷”与传统民事纠纷有何不同? 为什么要探索多元化的责任承担方式?

这些问题，法律上没有现成答案，加上《试点方案》既使用法律术语( 如损害赔偿) 又有政策性表述

( 如事件) 且未对各种概念加以说明，极易导致理解上歧义或者实践中的偏差。因此，有必要对“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的概念从法律上加以界定，厘清其与传统民法上损害赔偿责任的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

是明确什么是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损害如何构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等基本问题，为建

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提供理论前提。

一、生态环境损害的内涵

( 一) 生态环境损害的定义

在法律上，损害的存在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因为“无损害即无责任”。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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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八项制度: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环

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作为总体方案的

四个配套方案之一，承担着“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的具体任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三、( 一) 。
根据《试点方案》三、( 二)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未纳入试点范围。从理论上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是生态环境损害的一个部分，本

文所研究的生态环境损害不应将其排除。从立法实践的角度看，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建立了海洋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这也许是《试

点方案》未将其纳入的一个原因，但从学理研究的角度，已有制度及其实践恰可作为最好的观察对象，实有专门研究的必要。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四、( 一) 。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一，试点原则。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四、( 五) 。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损失，而且还包括伤害、妨碍、侵害等。法律上的损害等同于“不利益”或

“利益的减少和灭失”，即“损害是不利益受害人的客观真实的事实，具有‘不利性’”。① 观察和判断“损

害”是否存在及其大小主要是两个角度: 一是主体利益的组成是否发生了变化; 二是主体的利益总量上

是否存在减损。以前一种角度观察，损害是对被害人的各种具体的剥夺、毁损或伤害，有学者将其称之

为“具体损害”②; 以后一种角度观察，损害是对主体利益的总量把握，而要达到这种把握，必须找到能够

将各种利益进行量化统计的标准，以算定利益总量。这个利益总量，在法国法被称为“总体财产”，指

“现存的和未来的权利和义务的总和，其中权利保证着义务”，“换言之，总体财产是一个容器，尽管它的

组成部分发生了变化，总体财产依然存在而且始终保有其个体性，就像一个钱包始终不变的存在，不管

里面的内容如何”。③ 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用了“具体损害”的角度，主要是确定“直接损失”。在这种

观点下，环境要素的“不利改变”和“系统服务功能退化”很难纳入“损害”的范畴。
一般而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环境侵权的法律后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生态环境损害，

也应指环境权利和环境法益受损而产生的一种不利益状态。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生态环境损害做出

界定。《环境保护法》笼统规定了“损害”并将其引致《侵权责任法》; ④有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做了与《环

境保护法》几乎一致的笼统规定，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125 条; ⑤有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在对环境要素

污染进行界定，间接涉及到相关损害，如《水污染防治法》第 91 条第 1 项规定。⑥ 目前，对环境损害有明

确规定的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95 条第 1 项。⑦ 从现实中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事件看，环境污染和破

坏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人身、财产损害以及生态环境损害两个方面，现行法律将其中所涉及的损害进

行笼统规定，没有考虑环境侵权的二元性特征⑧，无法对所有生态环境损害进行妥善救济，迫切需要对

两者加以区分并建立有效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⑨

为解决司法实践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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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明确规定将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作为

环境资源案件的受案范围以及类型，但也未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界定。
为配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环保部 2014 年发布《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 II 版) 》( 以下简称

“第 II 版方法”) 中，对环境损害和生态环境损害给出定义并明确了相关含义。“第 II 版方法”第 4． 1 条

规定，“环境损害”是“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导致人体健康、财产价值或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

务的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并在 4． 5 条中专门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即“指由于污染环境

或破坏生态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的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

以及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破坏或损伤。”这表明: 生态环境损害专指属于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与

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并列; 而环境损害包括了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和生态环境损害。从规范的概念体系

上看，生态环境损害是“环境损害”的下位概念。将环境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区分为“人身财产损害”
和“生态环境损害”，为建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前提。

( 二) 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

根据“第 II 版方法”第 4． 5 条的规定，认定生态环境损害，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观察: 一是损害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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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1 页。
参见姚辉、邱鹏:《侵权行为法上损害概念的梳理与抉择》，载《私法研究》2009 年第 1 期。
［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谢汉琪审校，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0 页。
《环境保护法》第 64 条:“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大气污染防治》第 125 条:“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水污染防治法》第 91 条第 1 项:“水污染，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

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95 条第 1 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

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
参见吕忠梅:《论环境侵权的二元性》，载《人民法院报》2014 年 10 月 29 日。
参见吕忠梅:《论环境法上的环境侵权———兼论侵权责任法草案的完善》，载《清华法治论衡( 第 13 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244 － 261 页。



容为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不利改变或者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破坏或损伤。二是损害

可观察、可测量。
第一方面是对损害“质”的规定，以将生态环境损害区别于其他损害。其核心意义在于，生态环境

损害是肇始于某一环境要素的污染或破坏而带来的生态环境的不利改变或者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

破坏或损伤。这体现了《环境保护法》第 2 条对“环境”的界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

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
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①可以看出，环境法调整的不仅是单个

环境要素，更重要的是单个环境要素“总体”以及各要素统一、协调运行所形成的系统功能。由此，生态

环境损害既包括对环境要素的污染或破坏，更包括因污染或破坏某一或某些环境要素而造成的环境整

体性能退化。这里，采用了以生态环境的总体作为“损害”的观察对象，以其中单个要素的减损对生态

环境整体的影响作为认定标准。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环境损害”与《侵权责任法》上的“损害”，均可以

归为侵权法上的“损害”，只是对损害认定的角度具有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将生态环境损害纳入侵权

责任法调整并非完全不可能，需要考虑的是将生态环境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是否会因为其观察角度的

不同而带来侵权责任立法的逻辑混乱和法律适用的麻烦，因此，在一些国家采取了由民法和环境法分别

规定环境损害责任的立法方式，通过民法确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责任，通过制

定专门的环境法或环境责任法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责任。②

第二方面是对损害“量”的规定。采用“利益总量”观察方法，必须有确定的“量”的计算方法和对

“量”的统计标准。整体上看，“第 II 版方法”就是一套对生态环境损害的“量”的统计标准和统一计量

方法。为此，“第 II 版方法”第 4． 9 条专门规定了测量观察损害的“基线”，即指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

为未发生时，受影响区域内人体健康、财产和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状态; 同时，“第 II 版方法”
第 6． 1 条规定了基线确定方法③，第 6． 4 条规定了判断生态环境损害的环境介质标准和环境内生物、植
物情况等情形。根据“第 II 版方法”，如果对环境的不利改变非常微小，或者损害无法以现有的技术进

行测量观察，则不构成损害。在这里，虽然生态环境损害采用了“总体利益”的观察角度，但没有采用传

统侵权法对“总体利益”计量的金钱标准，④体现了生态环境损害不同于一般人身和财产损害的特殊

性。⑤

从生态环境损害“质”与“量”的特性可以明显看出其与传统侵权法上的人身与财产损害的差别，也

提出了如何进一步界定其内涵的迫切需求。生态环境损害的“不利益”范围与表现形式，需要在法律上

加以明确。

二、生态环境损害的构成

( 一) 规范要素

生态环境损害作为法律事实，表现为环境法权利和环境法益受损而产生的一种不利益状态。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侵犯环境法权利和环境法益的行为; 二是环境法权利和环境法益受损的状态。《侵

权责任法》第 2 条第 2 款以列举加兜底的方式描述了一系列可由该法保护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⑥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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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一界定与《试点方案》将财产损害、人身损害排除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之外的逻辑一致。
参见吕忠梅:《论环境侵权责任的双重性》，载《人民法院报》2014 年 11 月 5 日。
第 6． 1 条规定了基线确定方法: a) 利用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评估区域的历史数据，数据来源包括常规监测、专项调查、统计

报表、学术研究等收集的反映人群健康、财产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等的历史数据; b) 利用未受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影响的相似现

场数据，即“对照区域”数据。要求“对照区域”与评估区域的人群特征、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水平等特征具有可比性; c) 利用模型。若

上述方法不可行，可考虑构建污染物浓度与人体健康指标、财产损害程度、生物量或生境丰度等损害评价指标之间的剂量 － 反应关系

模型来确定基线。
参见姚辉、邱鹏:《侵权行为法上损害概念的梳理与抉择》，载《私法研究》2009 年第 1 期。
参见吕忠梅:《环境侵权的遗传与变异———论环境侵害的制度演进》，载《吉林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
《侵权责任法》第 2 条第 2 款: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
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些权益属于民事权益，具有私权性质，对公共利益并无太多考虑。而在生态环境损害事件中，生态环境

侵害行为不仅会对受害人人身财产权益造成损害，更可能对受害人以外的整体环境权益造成损害。这

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的两个基本要素“侵害”与“权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因行为与损害

后果。在环境生态损害中，这两个规范要素的组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二元性”结构。
首先，生态环境损害具有原因行为及损害形式的二元性。环境法上的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处于物

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的运动过程中，生态平衡规律始终与人的行为共同发挥作用，因此，生态环

境损害的原因行为多元、侵害客体处于运动之中、损害形式相互关联。从原因行为上看，生态环境侵害

主要有环境污染行为与生态破坏行为。这两种行为是人们对自然环境利用的不同方式，其构成具有

“人—自然—人”的互动性，不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从损害形式上看，环境污染行为和生态破

坏行为所引起的损害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减损，并且各种损害之间可能相互

转化。环境污染行为可能导致生态破坏和减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态破坏可能导致系统纳污能力下

降而加重污染程度; 等等。
其次，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直接损害形式是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它们是对“环境”的损害。由于

环境法律关系是“人—环境—人”的互动关系，①生态环境侵害行为可能引起的损害形式有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减损，它们均会产生对“人”的损害和对“环境”的损害。伸言之，无论是

环境污染行为还是生态破坏行为，行为人所从事的活动都不是直接针对他人的财产或者人身，而是指向

自然环境，如向水体、大气、土壤排放污染物，砍伐森林、猎杀野生动物、围湖造田等等，但这些行为造成

的后果既有他人人身、财产、精神的损害，如污染引起个人健康受害以及精神损害，生态破坏引起他人财

产损失等等( 我将其统称为对“人”的损害) ; 又有对自然环境本身的损害，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
水土流失、野生动物灭绝、湖泊死亡等等( 我将其统称为对“环境”的损害) 。但有些时候，可能是对

“人”的损害与对“环境”的损害并存; 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只有对“环境”的损害，而没有可归属于具

体“人”的损害。
再次，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主体的二元性。一般而言，对“人”造成的损害，可以依循民法的思路，将

受害人确定为救济主体，但将这种思路用到对“环境”的损害中则会出现明显问题，因为这里已经没有

了民法上的那个“人”———个人利益主体。“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 品，所 涉 及 的 利 益 主 体 是“人

类”———当代或世代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人”。此时，确定救济主体，就无法依“受害人”标准。
生态环境损害的“侵害”与“权益”结构的二元性特征表明: 生态环境侵害与传统民法上的侵权有着

明显不同，它不是单一侵权行为所引起的单一后果，而是一个类概念或者说是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环境侵

权行为所引起的不同后果的综合概括，其内涵、外延、本质特性、价值取向都不能为传统民法上的侵权概

念所完全囊括: 环境侵害的主体既包括民法上的个人主体，也包括环境法上的类主体———人类，即私法

意义上的“人”和环境法意义上的“人类”; 环境侵害行为所涉及的利益既包括民法上的个人利益，也包

括环境法上的公共利益，即个人主体的人身、财产、精神利益以及人类共同的环境利益或生态利益。但

此利非彼利; 环境侵害行为既有民法上的单纯个人的行为，也有环境法上的“人—自然—人”互动行为，

并且环境污染行为与生态破坏行为各自具有特性; 环境侵害的损害后果既包括民法上的各种形式，也包

括环境法上的特殊损害形式，即对人身、财产、精神的损害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生态功能、生态

服务能力的损害。区分这两种损害，建立既相互分立又相互衔接的救济制度，需要有超越传统民法的理

念与智慧。
( 二) 生态环境公益

生态环境侵害行为不直接针对他人的财产或者人身，但这些行为却可能造成私益与公益这两种不

同性质权益的损害。因此，生态环境损害所涉权益是私益与公益两种不同性质权益的“复合”。② 私益

已有民法加以调整，而公益却是一个在法律上尚不确定的概念。2015 年实施的《环境保护法》从保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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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2 － 104 页。
参见吕忠梅:《论环境侵权纠纷的复合性》，载《人民法院报》2014 年 11 月 12 日。



境公益的角度定了公益诉讼制度。① 但立法对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却没有具体定义，授权法官在个

案中具体判定。② 环境公共利益也是如此。从理论上看，作为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可以从如下方面加

以界定:

一是整体性。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是人为活动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依

赖的生态环境的任何组成部分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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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二是非排他性。生态环境不同于《物权法》中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它属于公众共用物，为不特定

多数人所共享。个人可以直接感受、享受环境的利益，但不能独占这种利益，不能排除其他不特定多数

人同时直接感受、享受这种利益。生态环境也不同于环境要素，某些环境要素例如矿产资源、水资源可

以与特定主体建立起物权关系，从而给主体带来利益，此时的环境要素在性质上是个人财产，可以带给

物权主体经济利益。而生态环境不可能以财产性质与特定人发生物权关系，只是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方式给人类带来生存利益，这种利益的具体表现是为人类生存提供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安全的土壤、
生物多样性等物质条件和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提供的供给、调节、文化以及支持等多项功能。

三是享有主体不特定性。公共利益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是从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能够满足

共同体中全体或大多数成员的公共需要，经由公共程序确定并以公权力为主导所实现的公共价值，具有

不特定性。这就要将特定多数人利益排除在生态环境公益的范围之外。④

其实，关于生态环境损害的特殊性并非只是环境法学者的认识，正如冯·巴尔教授所言，“在因过

失而导致的环境事故中，如果既承认受污染的不动产所有权人的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权，又对当地所有居

民因植被和动物群体的破坏而遭受的生活乐趣之丧失给予金钱赔偿，侵权行为法就会损害受其调整的

私法主体并最终摧毁其所归属的私法体系。”⑤这是因为，传统侵权法上的损害是一种法律上的损害，而

非事实上的损害，并非所有的损害都能纳入侵权法的调整。侵权法“既不能成为为公众所认可的经济

秩序的阻碍因素，作为一个为理性所支配的法律，它也不能要求一个行为不谨慎的人对他因其行为所产

生的一切损害，即一切该他人若非因行为人的过失即无须容忍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无论是从单个侵

权行为人的利益出发，还是为了自身生存的愿望，侵权行为法都必须将那些过于‘遥远’的损害从其体

系中排除出去。”⑥这意味着，侵权法不可能也无法涵盖某一行为所引发的所有损害。因而，生态环境损

害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纳入侵权法范畴。⑦

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及其承担方式

( 一)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作为一种不利的法律后果，显然属于法律责任的范畴，但是否所有的法律责任都

必然意味着“制裁”或“惩罚”，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在环境法上，许多生态环境损害的

造成并非行为人的过错，法律责任甚至不存在对当事人行为否定的意义，而是基于个别正义与整体正义

平衡目的而对利益关系进行的调整。⑧ 正如哈特所言，只有刑法和侵权法领域，人们把确定何种行为构

成可起诉的不法行为的规则也说成是强加于他们的力戒某种行为的责任的规则。这种行为本身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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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一) 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 二) 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
如《物权法》在制定过程中，面对是否需要界定“公共利益”的争论，立法最后采取了不做明确界定的方案。参见王利民: 《界定公共利

益: 物权法不能承受之重》，载《法制日报》2006 年 10 月 21 日。
参见竺效:《生态损害综合预防和救济法律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3 页。
参见肖建国:《利益交错中的环境公益诉讼原理》，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下卷) 》，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 2 页。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下卷) 》，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参见吕忠梅、张宝:《环境问题的侵权法应对及其局限———以侵权责任法第 65 条为视角》，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11 年第

2 期。
参见吕忠梅、金海统:《关于拓展环境侵权制度的追问》，载《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7 年第 3 期。



“规避责任”，对它的赔偿或其他补救措施被称为“制裁”。但是，还有其他重要类别的法律，这种法律不

强加责任和义务，而是通过创设权利和义务结构，来为个人提供实现他们愿望的便利。因此，它们执行

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同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全然无共同之处。① 可见，为实现法律的利益调整功

能，在常规性的体现法律惩罚的责任体系之外，也可以设立其他责任形式。
环境损害从类型化角度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可以被科学证实的对人类生命、健康有重大切实影响

的损害，如大气中的 PM2． 5、水体中有机污染物等。第二类是尚未被科学确实证明将要发生，但将来可

能发生的重大损害，如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和纳米技术泛滥等，这类损害如不及早采取预防措施，一旦

损害大规模发生，代价将非常高昂，这种损害已经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②针对笫一类环境损害，法律上

提出了危险预防原则，意指对造成环境、生命、身体、健康危险的抵抗，如抵抗有威胁性的火灾、爆炸、水
灾，或者是预防人类、动植物经由水、土壤、空气接触有害物质受到的危害，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

的部分责任也体现为这种对具体环境危害的抵抗或者排除。针对第二类环境损害，法律上确立了风险

预防原则，旨在通过公共机关的管制行为来干预危险源，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最终使损害得以避免。④

与损害预防相较，风险预防所规制的主要是基于由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相关人的行为所可能引发的环

境风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部分责任体现为这种“对风险制造要素进行事前的规制和调整，

以达到风险预防的目的。”⑤这表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是一种防御责任，而非民法上的填补责任。
在实践中，环境损害防御可表现为三种情形: 一是对已经到来的具体危险的抵抗或抗拒; 二是对环

境有危险性行为的预防，即在预防危害的目标范围内避免或减少会产生环境污染的危险性的行为; 三是

对未来美好环境采取预先的保护措施，特别指维护基本自然生态以维持其永续存在和利用。⑥ 正如施

托贝尔所言:“环境保护是一种危险防御活动，是针对风险而面向未来做出的预防。其目的在于保护环

境不承受过重的负担，使风险最小化，同时妥善对待环境这一生产要素，以在尽量长的时期内保护生态

基础。”⑦为了实现防御目的，法律对相关主体提出了两方面的基本要求: 一是行为人应当预测一种活动

的环境危险或者风险，某种可能对环境产生危害的活动的倡导者需要承担此种活动无危险的证明责任;

二是相关主体应当承担采取相应措施的义务，以避免和减少相应的损害或风险。⑧ 这表明，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源于相关主体的环境危险或风险的预测义务以及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损害或风险的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危险或者风险通常表现为各种影响公共利益的“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带来

两种对公共利益的严重影响，一是生态系统受损，二是人群健康或者生命安全受损。有些时候，两种影

响可能同时发生，如太湖蓝藻爆发事件，一方面造成太湖生态系统的平衡被严重破坏，另一方面是饮用

水安全威胁，影响人群健康。有些时候，两种影响分别发生，如雾霾事件，主要是对人群健康的不利影

响; 船舶漏油事件主要是对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从环境损害风险防御的角度，一些国家在法律上将

“环境风险”区分为“环境与健康风险”⑨和“生态风险”瑏瑠并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如美国以《清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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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法》《清洁水法》等相关法律原则规定为基础建立了环境风险管理框架和较为完备的管理体系，对生

态风险、健康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作为法律实施的科学基础; 韩国专门制定了《环境与健康法》对环境

与健康风险予以预防。① 我国 2014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 39 条，建立了环境与健康调查、监测与风

险评估制度，但尚未形成配套，这一制度的实施还存在诸多问题。② 因此，《试点方案》希望通过鼓励地

方试点的方式，探索环境与健康损害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
( 二) 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

《试点方案》关于赔偿责任承担方式，规定了包括“支付生态修复费用”在内的各种费用支付方式，

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也存在一定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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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释〔2015〕1 号) 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

的状态和功能。”该解释规定的生态修复方式包括责任人直接针对受损环境进行修复的方式、责任人不

履行修复义务时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方式。两者可以并用，也可以直接适用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的方式。后一种方式与《试点方案》所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清除污染的费用、生态环

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调查、鉴定评估等合理费用。……”③有一定的相似性。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

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5〕12 号) 第 14 条规定“被侵权人请求恢复原状的，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判污染者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由于司法解释不能创制法律责任承担形式，上述条

款实际是对《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中恢复原状的特别解释。这与《试点方案》将支付生态修复费用

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相互矛盾。
在我看来，无论是司法解释将支付生态修复费用作为恢复原状责任承担方式，还是《试点方案》将

其作为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方式，都存在问题。直接修复或者替代修复生态环境损害的费用，既不是传统

民法上的损害赔偿，也不是民法上恢复原状，而是一种独立的环境侵害责任承担方式。
其一，修复生态环境损害的费用并非损害赔偿。传统民法上，恢复原状费用的请求旨在于重建被损

害的利益，实现法益状态的完整，以保持利益或完整利益为价值导向; 而金钱赔偿仅在弥补法益价值的

差额，旨在保障受害人的价值利益。因此，前者性质上仍属回复原状的评价范畴。④ 这种费用性质上并

不属于损害赔偿范畴，而是恢复原状的变形。修复生态环境的费用也是同理，它旨在修复受损的生态环

境，而非此损害不可修复而转化为金钱赔偿。
其二，“修复生态环境”并非“恢复原状”。“返还财产”、“修理、重作、更换”在大陆法系民法中原本

只是恢复原状的表现形式，在我国《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中都成为了独立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因此，恢复原状的涵义变得相当狭窄且简单化，只能意指“当所有权人的财产被非法侵害而损坏时，能

够修理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加害人通过修理，恢复财产原有的状态”。⑤ 这时，恢复原状费用请求权这

种恢复原状的替代方式也就不被肯定，大多数情况下是将修理费用的支付混同于“赔偿损失”责任方

式。⑥ 对“恢复原状”的这种理解与适用现状显然不利于“修复生态环境”正确理解与适用。
其三，“修复生态环境”与“恢复原状”存在明显差别: 一是救济的对象不同。民法的恢复原状救济

的对象是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等，具有典型的私权特征。而生态环境修复救济的对象是环境

公共利益，它是环境法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性权益，具有公共性、共享性。而非由民法确认和保护的私

权，不能被纳入传统的民事权利范畴。二是修复的标准不同，民法中的物可以通过修补完全恢复到原来

21

法学论坛 201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吕忠梅等著:《环境铅、镉污染人群健康危害的法律监管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7 － 100 页。
参见吕忠梅、黄凯:《论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制度: 兼论环境保护法第 39 条》，载《北洋法学》2016 年第 1 期。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四、( 一) 。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湛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32 － 433 页; 邱聪智:《民法研究( 一)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375 页。
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08 页。
参见程啸、王丹:《损害赔偿的方法》，载《法学研究》2013 年第 3 期。



的状态，而生态系统处于不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要素都不是民法意

义上的“物”，因此对于生态系统无法“恢复原状”。① 对其修复更有其自身特有的标准。② 三是救济的

方式不同。恢复原状是由责任人通过修理等方式恢复原来的状态，通常都是责任人亲自进行修复。而

生态环境修复在修复过程中则需要公权主体、公共机构的介入，需要有区别于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衡量

机制和保护机制，这是民法难以顾及的。由于“修复生态环境”的救济对象、标准、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迥

异于民法中物品损害的恢复，因此不能将其混同于恢复原状或者视为恢复原状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可见，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承担方式，虽然《试点方案》使用了“赔偿”一词，但其真正涵义却与传统

民法上的“法益价值差额”南辕北辙，具有一定的“回复原状”性质; 但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公共利益性又

使得其与传统民法上的“损害物品的恢复”大相径庭。这也充分表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不是民事责

任，不可能纳入《侵权责任法》的范畴。
至此，可以看出，《试点方案》所承担的建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的责任追究制度的任务十分艰巨，

其需要通过创制一种不同于《侵权责任法》的全新的法律责任制度，建立专门环境侵害责任制度。③ 目

前所称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名称本身就可能存在问题，其内容更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其实，

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实质上是以人的有限理性把握无限世界的方法。法律责任是法律

所创制的概念，并没有先天的、固定不变的本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在同一国家

的不同法律部门中，其含义、分类往往会发生许多微妙的变化。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探索环境法规律的

勇气、解释环境法社会现象的智识与能力。

Subject: Legal analysis of the“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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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aration and compens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is not clearly defined in existing laws，which need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experience through pilots，but also need to define various relationships in theory． Unlike the specific dam-
age in civil law，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is a“general interest damage”which need to be classified from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the“damage”and“legal interest”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have clear dualities，which cannot be
fully covered by Tort Liability Law． Liabilit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is a liability of risk precaution，

neither same with damage compensation in traditional civil law，nor same with restitution，and thus need to establish a special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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