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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on the Applicable Cases of the Ne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and the Three Supporting Rules

■文/竺效  丁霖

摘  要  为贯彻实施新《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按日连续处罚”“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查封、扣押”三种执法手段，环

保部出台了三个配套规章。三个配套规章的适用情形规定均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兜底条款相结合”模式。然而三个配套

规章实施两年来，其适用情形均集中于特定的违法行为，出现了部分列举的适用情形在实践中较少适用，而作为概括的兜

底条款“其他”规定却在实践中普遍实施的情况。为更好地指导环境执法实践，应当修改三个配套规章规定的适用情形，

使其既符合实践需求，又不与上位法相冲突。

关键词  新《环境保护法》；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停产整治；适用情形

试论新《环境保护法》三个配套规章
适用情形的完善

2014年新《环境保护法》颁布，

为环保部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提供了

“按日连续处罚”“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查封、扣押”等新的执法手

段。为贯彻实施新《环境保护法》规

定的这三种执法措施，环保部出台了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

罚办法》（以下简称《按日连续处罚

办法》）、《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以下简

称《限产停产办法》）、《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以

下简称《查封扣押办法》）等配套规

章（以下将这三个文件合称为“三个

配套规章”）。新《环境保护法》及

三个配套规章为环境行政执法提供了

坚实的法律依据。

三个配套规章对于适用情形均

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兜底条款相结

合”的立法模式。“列举式与概括式

兜底条款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既能

将较为常见的适用情形明确列举以指

导执法实践，又能将立法时未予以关

注，但实践中时有发生的违法情形纳

入规制范围。在三个配套规章适用情

形的规定中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兜

底条款相结合”的模式，能够充分解

释立法原义，不与上位法相冲突。三

个配套规章对新《环境保护法》规定

的“按日连续处罚”“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查封、扣押”三种执法措

施的适用情形予以细致明确规定，以

指导实践。然而，三个配套规章实施

至今已两年有余，通过对三个配套规

章本身及其实施情况的考察可见，三

个配套规章适用情形的规定仍存在瑕

疵，亟需修改完善。

新《环境保护法》三个配套规章适

用情形集中于特定违法行为

根据笔者统计，就截至2017年1

月15日之前收集的全国32个地区执行

新《环境保护法》三个配套规章的案

件而言1，三个配套规章的适用情形均

集中于特定的违法行为。

《按日连续处罚办法》适用集中

于超标、超总量排污的违法行为

《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第5条明

确规定了五种具体的适用情形，即

“排污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受到罚款

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

法作出罚款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可以实施按日连续处罚：（一）

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

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二）通

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

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

污染物的；（三）排放法律、法规规

定禁止排放的污染物的；（四）违法

倾倒危险废物的；（五）其他违法排

放污染物行为”。本文研究中，分别

将其记为5.1、5.2、5.3、5.4和5.5

（图1）。

就适用各法定情形案件数量而

1数据来源于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实施情况评估专题研究》课题。数据收集截至2017年1月15日。其中“32个地区”

包括除香港、澳门、台湾外的31个行政区与新疆建设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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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适用最多的是5.1超标或超总量

排污案件，共1268件。次之则是5.5

其他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案件，共

169件。而“其他违法排放污染物行

为”多表现为无排污许可证而排放

污染物、无污染防治设施而排放污

染物、直接排放污染物等违法行为

（图1）。

《查封扣押办法》适用集中于

“其他违法排污行为”

《查封扣押办法》第4条第1款

规定了六种适用查封扣押措施的情

形，即“排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实施查封、扣

押：（一）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

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危险废物、

含重金属污染物或者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等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二）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

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的；（三）违

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倾倒化工、制

药、石化、印染、电镀、造纸、制革

等工业污泥的；（四）通过暗管、

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

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

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五）较

大、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后，未按照要求执行停产、停排

措施，继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

染物的；（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违法

排污行为。”本文研究中，分别将其

记为4.1、4.2、4.3、4.4、4.5和4.6

（图2）。两年来，在查封扣押措施

类案件中，有54%的案件适用了“其

他”情形，共6608件。另外，适用

2由于各地区上报案件质量参差不齐，有些案件未写明“违法行为”与“适用情形”，仅对可以判断具体适用情形的案件进行分析统计，故本表中各条款适用情形总

和不等于按日连续处罚案件总数。以下图2、图3、图4、图5、图6同理。

图2 《查封扣押办法》规定的适用情形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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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按日连续处罚办法》规定的适用情形的实施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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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6年《限产停产办法》规定的三类措施适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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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逃避监管的方式违反法律法规

规定排放污染物”进行查封扣押的案

件相对较多，两年共3525件；而案件

数最少的是适用4.5“较大、重大和

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未按

照要求执行停产、停排措施，继续违

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情

形，仅22件。

《限产停产办法》中适用“停

产整治”类案件最多，且集中于“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限产停产办法》规定了三个

不同层次的执法措施，即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和停业关闭，三类措施的严

厉程度依次逐步加严。就2016年全

国而言，案件数最多的是停产整治类

案件，共2782件；其次是限制生产案

件，共1376件；而适用停业关闭措施

的案件数量最少，共201件（图3）。

具体而言，《限产停产办法》

第5条规定了限制生产的两种适用情

形，即“排污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

准”和“超过重点污染物日最高允许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就《限产停产

办法》第5条规定的两种适用情形，

本文研究中，分别将“排污者超过污

染物排放标准”和“超过重点污染物

日最高允许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记为

5.1和5.2（图4）。从数量上分析，

两年来违法企业因为“超过污染物排

放标准”而被处以限制生产的案件数

为1857件，远远超过了适用“超过重

点污染物日最高允许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的30件。

《限产停产办法》第6条规定了

六种适用停产整治措施的情形，即

“排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采取停产整治

措施：（一）通过暗管、渗井、渗

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

图4 《限产停产办法》适用情况

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超过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二）非法排放含重金

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

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污染

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三）超过

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年度控制指标排

放污染物的；（四）被责令限制生产

后仍然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

物的；（五）因突发事件造成污染物

排放超过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六）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文研究中，

将这六种适用情形依次记为6.1、

6.2、6.3、6.4、6.5、6.6。（图

4）。其中，适用6.6“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情形”的案件数量最多，共

2449件；该类案件中多以未环评、未

批先建、超标排污、无防污措施、无

证排污等行为为主。案件数较多的其

次是适用6.1“逃避监管的方式超标

排放污染物的”，共1098件。而适用

情形6.4“被责令限制生产后仍然超

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的”和

6.5“因突发事件造成污染物排放超

过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指标的”案件数量均较少，分别

为102件和55件。

《限产停产办法》第8条规定了

适用停业、关闭措施的四种情形，即

“排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

府责令停业、关闭：（一）两年内因

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

有毒物质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受过两

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

的；（二）被责令停产整治后拒不停

产或者擅自恢复生产的；（三）停产

整治决定解除后，跟踪检查发现又实

施同一违法行为的；（四）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严重环境违法情节的。”

本文研究中，将这六种适用情形依次

记为8.1、8.2、8.3、8.4（图4）。

2016年适用第8.4条“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严重环境违法情节”的案件数

最多，共118件；而与2015年相比，

2016年适用8.2条“被责令停产整治

后拒不停产或者擅自恢复生产的”案

件数量则大大下降，仅22件。其余适

用情形在实践中较少适用（图4）。

新《环境保护法》三个配套规章适

用情形不能满足环保执法实践需求

由上文可见，虽然两年来三个

配套规章所规定的适用情形在实践中

均有所适用，但各个办法所适用的情

形均有所侧重。规章中规定的适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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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是对法律规定的细化，其规定应

更加便于指导基层执法实践。三个配

套规章适用情形的规定中，列举规定

的适用情形应在实践中普遍适用，而

概括式的兜底条款应作为补充与例外

以协助执法实践。然而，环境执法实

践却恰恰相反。

列举的适用情形在实践中未得到

普遍适用

三个配套规章的适用均集中于

某些特定的违法情形，而部分适用情

形的案件数甚至徘徊在个位数。《按

日连续处罚办法》的适用，以“超标

或超总量排污”案件最多，而“违法

倾倒危险废物”的案件最少，两年来

仅2件。《查封扣押办法》的适用，

4.5“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环

境事件发生后，未按照要求执行停

产、停排措施，继续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排放污染物”的情形最少，仅为22

件。《限产停产办法》规定的限制生

产、停产整治、停业关闭三种措施适

用中，各自最少的适用情形分别是

“超过重点污染物日最高允许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的30件、“因突发事件

造成污染物排放超过排放标准或者重

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55

件，以及“停产整治决定解除后，跟

踪检查发现又实施同一违法行为”的

1件。

兜底条款规定的适用情形在实践

中普遍适用

新《环境保护法》三个配套规

章在实践中，存在大量“其他”违法

行为。“兜底条款”作为兜底之用，

是作为列举的适用情形之例外与补

充存在的。而环境执法实践中，作为

“兜底条款”的“其他”适用频繁，

反映出实践中存在较多配套规章中未

明确列举的违法行为。“兜底条款”

大量适用，使得环保执法机构对环境

违法行为采取措施时，虽能向行政相

对人指出执法依据，即“其他法律法

规规定的情形”，但其说理性大打折

扣。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由于部门

规章中并未明确规定其行为应当被采

取“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或

“限产停产”措施，使其对环保执法

机构的执法行为产生质疑，甚至对处

理结果不服，有损法律权威。

《按日连续处罚办法》适用5.5

其他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案件，共

169件，多表现为无排污许可证而排

放污染物、无污染防治设施而排放污

染物、直接排放污染物等违法行为。

《查封扣押办法》规定了6种适用情

形，而其中适用“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违

法排污行为”进行查封扣押的案件最

多，占案件总数的50%以上。具体而

言，“其他”违法行为在实践中具体

表现为未进行环评审批、未批先建、

无排污许可证排污、违反三同时、无

污染防治设施、禁燃区使用高污染燃

料的燃煤锅炉等行为。《限产停产办

法》第6条规定了六种适用停产整治

措施的情形，在实践中，适用“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案件数

量最多，共2449件，具体而言，多以

未环评、未批先建、超标排污、无防

污措施、无证排污等行为为主。

因此，为适应实践需求，《按日

> 新《环境保护法》及三个配套规章为环境行政执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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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处罚办法》《查封扣押办法》以

及《限产停产办法》应对三个配套规

章中较为笼统的适用情形进一步细化

与明确，还需要对“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情形”予以研究和总结，力求

能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正确指引，明

确哪些情形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另外，还需对以未环评、

未批先建、超标排污、无防污措施、

无证排污等行为适用哪些环保执法措

施予以明确，以更好地指导基层环境

行政执法工作。

新《环境保护法》三个配套规章适

用情形在不与上位法相冲突的原则

下的完善

三个配套规章适用情形规定中

的兜底条款在实践中普遍适用，多集

中于未环评、未批先建、超标排污、

无防污措施、无证排污等环境违法行

为。但能否直接将上述环境违法行为

作为三个配套办法的适用情形予以明

确列举，还需对新《环境保护法》、

新《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律的

规定予以考察，确保在不与上位法相

冲突的原则下，对三个配套规章的适

用情形予以修改完善。

新《环境保护法》第59条第1款

规定按日连续处罚的适用情形为“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

放污染物”。因此，适用按日连续处

罚措施，必须有“违法排放污染物”

的情形发生。对于实践中出现较多的

“无证排污”与“未采取有效防治污

染物排放”的情形可以作为其具体适

用情形，列举在《按日连续处罚办

法》第5条之中。另外新《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123条规定按日连续处罚

的三种适用情形，其中，“（一）未

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四）建筑施工或者贮存易产

生扬尘的物料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

尘污染的”正是“无证排污”与“未

采取有效防治污染物排放”两种适用

情形的具体化。因此，在《按日连

续处罚办法》第5条适用情形中增加

“无证排污”与“未采取有效防治污

染物排放”既符合上位法的规定，又

能满足执法实践需求。 

新《环境保护法》第25条规定

了查封扣押措施适用情形为“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

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新《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30条增加查封扣押适

用情形“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被隐

匿的”。因此，对于实践中普遍出

现的“未进行环评审批”“未批先

建”“违反三同时”由于其并未出现

“排放污染物”的情形，只能在“有

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被隐匿的”情形

下才能被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而“无

排污许可证排污”“无污染防治设施

排放污染物”等行为，符合“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严重污染”的适用情形，可以

作为适用查封扣押措施的情形。因

此，为符合上位法规定，在《查封扣

押办法》中应当增加“有关证据可能

灭失或者被隐匿的”适用情形；并同

时增加“无排污许可证排污”“无污

染防治设施排放污染物”两种情形以

满足执法实践需求。

新《环境保护法》第60条规定

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的适

用情形为“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

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污染物”，即以超标或超总量排

污为适用前提。因此，实践中常见的

未环评、未批先建、无防污措施等违

法情形，由于其没有“超标或超总量

排污”情形存在，故不应作为限产停

产的适用情形。而新《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99条规定的限产停产适用情形

中，新增“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故实践中常见的

“无证排污”行为也应当作为限制生

产、停产整治的适用情形之一，纳入

《限产停产办法》第6条之中。

综上所述，新《环境保护法》三

个配套办法经过两年实施，其规定的

适用情形的缺陷在实践中不断显现，

三个配套办法已进入了修改阶段。

2017年5月18日环保部发布了《环境

保护部关于修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的决定（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该征求意见稿已经将《按日连续处罚

办法》第5条进行修改，增加了“未

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

的适用情形，既贯彻新《大气污染防

治法》的规定，又能满足实践需求。

因此，笔者希望在将来《查封扣押办

法》《限产停产办法》修改之际，也

能同时考虑上位法的规定与实践需

求，进一步完善配套规章关于适用情

形的规定，调整实践中适用较少的适

用情形，明确“兜底条款”，即法律

规定的其他违法情形的具体内容，以

更好指导基层环保执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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