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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我国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手段的

现行法律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差距较大, 必须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 确立生态化价值理念, 建

立经济生态化和生态保护经济化制约机制,重构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法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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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初是由挪威前首相布兰特朗夫人

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ECD )于 1987年在其报告

5我们共同的未来 6中首先提出的。根据报告的解释, 可持

续发展是指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

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0。可持续发展作为 /告别传统发

展方式和开拓环境时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0 112, 自提出

后就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实施, 为法律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使现行

法律制度发生了划时代转变, 甚至被有些学者称之为 /第三

次法律革命0。122

可持续发展是以生态主义作为其法律思想, 以生态本位

作为其法律观念,以保障环境权作为其法律重心, 以当代人、

后代人和生态自然的共同利益作为其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

站在新的世界高度,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无疑是

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新时期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全面推向 21世纪的战略决策的需要。为此我们势必

要在法律制度上对可持续发展战略予以重构。因为 /通过法

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0。132法律的功

能不仅及于整个社会, 而且还由社会及于自然。法律不仅是

/社会工程0的工具, 而且也是 /自然秩序0的基础, 是维护社

会文明,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的一种形式。/法律通过调和社

会的多种利益的冲突,进而保证社会利益的实现。0 142

二、我国的生态保护状况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必要性

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工业化的迅

速推进,从而使 /生态环境危机成为 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面

临的最大危险0。152目前我国地区性的环境污染状况仍在加

剧。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草地、植被的破坏等生态问题

仍比较突出。赤潮、洪水、沙尘暴等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区域性酸雨的覆盖面积仍占国土面积的大部分, 沙漠化程度

加深。生态平衡严重失调, 人地矛盾日益严重, 生物多样性

锐减。大量生态环境恶化的事实表明, 长期以来, 只顾经济

发展,不重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导致生态存量下降,生

态 /赤字0增加的主要原因。生态危机既是经济发展付出的

巨大生态代价,又使得经济发展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据调

查统计, 1996年我国生态破坏及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和部

分间接经济损失达 9000多亿元。162据世界银行 1998年测

算,我国仅水、大气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 540亿美元,占

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 8% ;水土流失每年平均造成经济损失

达 1000亿元以上; 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540亿

元;每年因缺水影响工业产值高达 2300亿元;每年自然生态

灾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 ~ 6% , 占

全球自然生态灾害总损失的 1 /4。172从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

中不难看出,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建设滞后的不协调

状况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深的原因, 已成为我国

新世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的障碍性问题。可持续发展

是在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的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我国的国情决定我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

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手段的现行法律与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差距较大。因此,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重构我国立

法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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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法制构建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给我国法制建设带来了一场

/质0的革命。它要求我国法制建设应以可持续发展为中

心, 以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作为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在

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立法思想和成功经验基础上重新对我

国法制的立法目的、立法原则、立法体系、立法内容进行调

整。国外生态法学发展的历史和体现出的以 /人类和生态

共同利益为中心0的生态伦理基础和价值理念告诉我们: 一

个成功的立法, 应保证在理念上予以支撑,在机制上予以保

证, 在法律上予以调整,而三者的有机统一,得以构成该法律

体系的完备性。

(一 )确立以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为中心的伦理基础,

注入生态化的价值理念

众所周知, 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在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内

发展经济, 把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同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

起来, 按照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的基本原

则规范人类的一切活动, 从而实现人类利益与生态利益相协

调, 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目的。可持续发展的法制构建, 必

须以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法律生态化理念来重新调整人

类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关系, 使之成为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顺

利实施的有力工具, 确立尊重人的权利与生态自然权利并重

的立法精神。人类和自然界的其他生命物种共处一个生态

系统之中, 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普通的一员, 由于人类是一

个富有智慧和知识的群体, 有了利用和支配其他物种的可能

性。而其他生命物种的存在又为人类改造生态自然界提供

物质基础, 同时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面有着重要影响。正是

人类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 使得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才得以

维持, 也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

促进其自身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倡导尊重生态自然的立法

精神, 扬弃了陈旧的 /人类利益中心主义0, 但同时不要误入

/唯生态利益中心主义0的窠穴。毕竟, 由于人类拥有着智

慧的头脑, 使人类对地球的主宰成为可能。过分强调二者中

的任何一方面, 都会造成社会利益的不均衡和生态自然的不

协调。要在法律生态化理念的指导下, 确立和保护 /人类的

环境权0,以及认同自然的内在价值及其 /自然的权利0。

(二 )确立经济生态化和生态保护经济化制约机制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

荣, 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自然资源利益的代际公平。而在

近现代社会, 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生态资源被认为是取

之不尽, 用之不竭,无须支付任何代价即可以任意使用的自

由财产。人类虽然也对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严重生态问题

有所重视, 但认为只要重治理, 对某些环境要素采取保护措

施也就无碍大局。在传统的以权利私有化为最高原则的民

权理论影响下, 认为环境是无主物,为人力所不能控制和支

配, 自然就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按传统民法理论,无主

物实行先占原则, 先占者可无偿利用, 因利用自然资源所造

成的污染也当然是合法的。生态侵害不在权利保护范围之

内, 因而也就不适用 /有损害 , 始有救济0的民事责任原则。

正因为人们没有真正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

重要价值,致使这一时期的我国立法倾向于 /经济优先0原

则,对生态危害也重在治理, 而非在预防。随着全球环境问

题的日趋严重,环境危机已成为危胁人类生存, 制约经济发

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直接因素,在遭受大自然一连串的打击

报复后,人类才切身感到自然资源、环境自净能力及生态系

统负载能力的有限性,过去那种水来土挡的单项治理污染的

方法已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于是提出了 /以预防为主和综合

治理的环境保护政策0。182人们逐步认识到, /环境问题不仅

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0。192

在注重 /经济优先0的传统法律受到极大冲击, 作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的现行法律不适合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现实情况下,重构可持续发展法制框架时, 有必要将立

法重心向 /预防优先兼顾综合治理0原则精神靠拢, 建立生

态化的经济机制, 建立 /生态化的生产过程 0。使相关的企

业项目设计、建设及经营的全过程在生态评估基础上进行,

企业的规划、设计、技术方案论证、建设投产、经营每一个阶

段,一定要符合生态化要求。在经济领域中, 使生态法律规

范通过经济关系得以贯彻实施。同时, 建立生态保护的经济

奖励机制,充分体现奖惩分明,强化生态责任必究制度, 使得

/人类生态权的实现0有其现实的机制做保障。

(三 )以宪法为基础,重构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法制框架

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 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可

持续发展宪法地位的确立,将使得人与生态自然相和谐的法

律保护获得更为明确、具体而直接的宪法依据。同时还给其

他部门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提供合法依据, 从而指导

各部门法更为有效地服务于可持续发展战略。

为此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完善我国可持续发展的

法制框架。

第一,确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环境权及其他生命物

种的生存权利的宪法地位。关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环

境权问题,我国 5宪法6在这方面规定仍是一个空白。如果

不从根本大法上确立这种权利的法律地位, 就谈不到对这种

权利的保护。虽然我国5宪法 6第 9条第 2款作了关于保护

珍贵动物和植物的规定,但这种保护是基于人类利益为中心

的法律价值取向,将其他生命物种作为人类财产权对待。为

了充分体现生态化的法律理念和尊重生态自然的立法精神,

我国现行5宪法6有必要增加 /尊重其他生命物种生存权利0

的规定,以便使得对其他生命物种的法律保护获得更为明

确、具体的宪法依据, 并为其他部门法作出关于 /尊重其他

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利0的具体规定予以合法理由。

第二,环境立法的生态化。由于现行环境法与可持续发

展要求颇有差距,无论从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立法目的、基本

制度、立法体系, 还是从环境权完善方面都存在着滞后的一

面,很有必要对其予以更新。应把 /环境保护同经济、社会

发展相协调01102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把 /为谋求人与自

然和谐,保持环境清洁和维护生态平衡, 确保我国当代人民

及子孙后代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 01102作为立法目

74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7年



的。重构环境法的立法体系, 改变现行法律重污染和其他公

害之治理, 轻自然资源保护的现状。在改进现行基本制度的

同时, 要吸收借鉴俄联邦生态民主理论, 建立生态民主制度。

生态环境的好坏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民众的热情和参与程度。

我国环境法首先应以 5宪法6中确定的关于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享有环境权的相关规定,规定相应的公民、法人、其他

组织生态民主权, 对环境资源状况及改进对策和措施的知情

权、成立生态保护方面社团的组织权、生态教育权及其他生

态民主权利等, 着力体现出生态立法的生态化理念。

第三, 在生态的行政管理方面建立生态评估和生态认定

制度。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必须立即确立在环境保护方面

的物质标准, 对可能造成生态危险的行为进行生态技术鉴

定, 根据鉴定结论决定是否准许其实施某种行为。建立协调

各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统一行动的协调机构,有效防止造成政

出多门, /有法不依, 形同无法0等现象的出现。为此我们必

须吸取教训, 从制度上保证生态组织管理机构的协调一致,

对在生态执法过程中的枉法者确定其生态责任,并强制予以

追究。

第四,在民法中确立生态责任赔偿制度。如果把生态权

作为私权利的内容之一,就必然要求对传统民法所有权的理

论进行重新审视。既然法律上确认了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的环境权和其他生命物种生存权的平等性, 平等享有空气、

阳光、水等公共环境要素, 在所有权主体上必然要求向多元

化扩张,要求契约关系的新型化、民事责任的多样化。关于

生态环境侵害赔偿特别是非物质性损害赔偿问题, 应在我国

民法典修订时进一步明确。

第五, 刑法生态化视角的变迁。我国 5刑法6没有规定

生态犯罪的问题, 更谈不上对生态犯罪行为的惩治了。因

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现行刑法典进行修订, 增加生态犯

罪的内容,从法律上保证对危害生态环境的生态犯罪行为的

惩罚。在刑罚原则上增设 /无过失责任 0原则, 对在共同排

污或开发行为,在无法确认行为人主观性质时,加以适用,以

防止规避法律的行为出现。此外在处罚形式和对特殊主体

的处罚强度上也应作详细规定,用刑法的强制力保证对生态

法犯罪行为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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