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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实施机制创新”专论 主持人：吕忠梅
主持人语：“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在必行”。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加快形成高

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总要求，以体系性思维审视环境法治运行情况，可以发现执政、执法、司法与守法各环
节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衔接，法治实施资源难以得到有效配置。我们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重大项目———“生态文明与环境治理机制变革研究”，着力于重构生态
文明时代环境治理机制的法学理论研究。在此，推出“环境法实施机制创新”的部分成果，从美国经验借鉴、环
境私人治理机制再造、环境公益保护机制、流域治理机制等多元共治角度展开环境法理论探讨，为以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法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建设“良性互动”的生态文明法治实施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美国环境法实施机制之透视
———以环境公益损害救济为例

吕忠梅，杨诗鸣

摘　要：环境公益损害救济制度是观察美国环境法实施机制的一个理论与实践视角。通过对相关立法的法律关

系配置、行政救济与诉讼救济的协调性安排，可以发现美国环境法实施机制的“硬核”：通过立法优化资源配置，为环境

法实施提供体制依据；通过建立环境标准体系，为环境法实施提供科学判断基础；通过明确利益导向，提高环境法实施

效率和效能。这些恰是中国环境法研究薄弱、立法考虑较少的部分，值得我们在更加深入研究不同国情、不同司法制

度、不同执法条件的情况下，借鉴先进制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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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合理的环境法实施机制，是环境法治成熟的重要标志。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包括

对生命和财产的损害，也包括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的损害。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如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或

者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环境违法行为，可能对两者同时造成损害，也可能只损害环境公益。因此，环境公

益可以独立存在［１］。对环境私益损害，主要是通过修订已有法律提供救济手段。但对环境公益损害，则需

通过专门的环境法律建立新的救济机制来使环境得到修复和补偿。本文以美国环境补救补偿机制为例，

重点分析不同主体的权利和诉求工具、环境补救补偿的方式、资金来源和实施效果。尽管美国环境法体系
（包括其对公益和私益的定义和法律实践）与中国的不同，但两者都面临自然环境保护和修复的共同挑战

并提出了各自的救济方式。美国的环境补救和补偿机制体现了其环境法治的特点，是我们观察美国环境

法实施机制的一个良好视角。通过理解美国环境法的公益损害救济机制，并借鉴其成功之处，为补齐中国

环境法实施机制的“短板”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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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环境公益损害救济制度的展开

根据环境法，对违法行为可以进行行政罚款，也可以要求其对损害加以补救和补偿。罚款是否威慑污

染者，补救和补偿是否能修复环境损害，是检验环境法实施有效性的重要标准。本节以美国主要环境法律

为例，分析其对各主体的权利设置以及因此产生的三种主要环境公益救济方式。

（一）环境公益损害救济的主体及其权利

美国主要的环保法律如《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超级基金法》《资源保存和回收法》等法律将公民、

政府和企业作为环境公益损害救济的主体并规定了不同的权利。总体来说，政府（联邦环保局和州政府）

是环境法的主要执行者，当其发现环境违法行为时，可以通过行政和诉讼（民事／刑事）手段使违法者守法，

并采取强制措施。公民有权监督环境法律的执行，当政府相关部门执行环境法律失职时，公民可以通过法

律诉讼督促其履行职责；当环保部门的执法行为与环境法律冲突时，公民可以向法院要求司法审查。企业

是环境法的遵守者，但企业如果对环保部门的处罚不满，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要求司法审查。根据立

法目的的不同，这些环境法律对政府、公民和企业的权利规定也有一定差别①。

《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主要从保护环境要素免受污染角度，根据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不同特性

进行制度安排。《清洁空气法》规定：联邦环保局局长对任何违反环境法的个人、团体和地方政府发出违法

通知，如果违法者在３０天内没有改正，环保局可签发守法整改命令，强制禁止违法行为，对违法者处以行

政罚款或在地区法院进行民事或刑事诉讼。《清洁空气法》规定了最宽泛的公民诉讼，规定任何人都（无论

是否受到污染的损害）有权在地区法院起诉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违法行为（包括违法排放和申报程序

违规）以及政府的执法失误。此外，还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对政府环境部门的空气质量标准、排放标准、技术

标准、控制和禁止措施及其对政府、企业或者个人的最终执法决定，在６０天之内向巡回法院提起司法审

查。《清洁水法》在行政执法措施和期限方面与《清洁空气法》有相似规定，也允许公民诉讼，但将“公民”限

定为相关利益方或者违法行为受害人。基于水的流动性，《清洁水法》允许受害州的州长对联邦环保局失

职行为提起诉讼。

《濒危物种法》旨在保护动植物、菌类和无脊椎动物等各种生物不因人类发展而灭绝。本法禁止对濒

危和受威胁生物的损坏、占有、运输和买卖。对于违反上述行为的会针对每一项违法处以２５　０００美元以

内罚款，对于参与进出口并违反其他条款的处以１２　０００美元以内罚款，对于其他违法行为将采取５００美元

以内的罚款。对于构成刑事犯罪的损坏、占有、运输和买卖濒危生物行为，将处以５０　０００美元或／及一年

以内监禁，对其他刑事犯罪行为将处以每项２５　０００美元或／及半年以内监禁。当政府罚款和没收财物所

得超过５００　０００美元时，需将超过部分转入濒危生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可以用罚款和没收财物对举报

人员进行奖励和对（短期）照顾濒危生物的人员进行补偿（公职人员除外）。公民有权对任何人（包括政府

部门）的违法或失职行为在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超级基金法》和《资源保存和回收法》是为保护公众健康

免受已废弃和使用中的工业有害废物影响的专门制度安排。基于有害垃圾的特殊性，法律对行政部门的

授权更大且更灵活。首先，《超级基金法》直接授权美国总统制定“国家应急方案”并据此应对相关有害物

质导致的环境健康灾害，且总统是否使用此权利不受司法审查限制②。其次，《超级基金法》授权联邦环保

局和美国海岸警卫队为直接执行机构（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Ｎｏ．１２５８０）。联邦环保局的职责是通过行政、协商

或司法手段使潜在责任方减少对公共健康和环境的不良影响。与此同时，《超级基金法》也允许公民对任

何人（包括各级政府）的违法及失职行为提起诉讼。

（二）环境公益损害的行政救济

当企业、个人或政府违反了环境管理规制，法律授权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协商和起诉的手段进行行政

罚款和对受损害环境进行公益补偿。

１．环境行政罚款

环境行政罚款是为了威慑违法者，使违法成本大于违法所得并及时有效地遏制违法行为，同时也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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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环保资金的途径。《清洁空气法》规定，公民诉讼产生的罚款收入进入国库中一个特别基金，用于环保

局的职权范围内的相关执法。《超级基金法》下的罚款收入大部分进入超级基金，用于有害废物的清理。

当法案相互关联时，会对罚款的归属进行规定。《清洁水法》第３１１条规定所有和油相关的排放和污染的

治理经费出于漏油基金，而相关收入也归于此基金。环境罚款主要由环保局计算和征收。环境罚款的目

的有三，即“对被管理者的威慑，公平和平等的处理，以及迅速解决环境问题”［２］。其中，“威慑”是规制目

的，旨在通过提高违法成本遏制违法行为；“公平且平等的处理”是法治目的，要求执法者综合考量违法者

和违法行为的各种因素来调整罚款数额。“高效制止违法行为以迅速解决环境问题”是直接目的，旨在用

较小的行政资源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为此，环保局可以采取协商或在诉讼过程中与被告私下和解来执

行；有的州法律还规定了“赏金猎人”条款，如果胜诉，原告可以获得向政府缴纳的环境罚款的一部分。

２．环境行政补救与补偿

法律赋予环保局针对环境违法最直接和广泛的执法权。当环保局发现违法行为时，有权要求违法者停

止违法，采取整改措施守法，并补救其对环境产生的破坏。补救措施可以采取行为赔偿或者金钱补偿形式，用

强制和非强制的方式执行。按照环境破坏的程度以及恢复原状的可行性，可归纳为三种主要补偿模式。

一是对较严重或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及自然灾害事件实行“先治理后追偿”。对于在短期内可能造成（或

已经造成）较大的公共健康和环境危害、污染场地的清理任务紧迫、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的事件，《超级基金

法》规定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先治理后追偿”原则。政府可以从基金中支付费用，及时清理对公众健康危害较

大的环境破坏。在短期紧急清理完成后，政府可向污染者追讨赔偿。考虑到超级基金项目很多涉及废弃工

业场地，时隔多年难以找到责任方，超级基金项目的预算主要来自国会拨款，小部分来自污染者的赔偿。如果

存在潜在责任方，则环保局会对其进行追偿。追偿渠道有四个：第一个是环保局和主要潜在责任方签订和解

协议（或起诉要求赔偿），让其一次性赔偿清理费用。第二个是环保局责令潜在责任方采取补救行为，清理污

染场地。第三个是环保局与非主要潜在责任方和解，回收一小部分清理费用。第四个渠道是“混合资金”。当

污染场地涉及多个责任方时，环保局为了提高回收资金效率，先和一部分愿意和解的责任方和解，并不再追究

他们今后在此项目中的其他责任。这四个渠道通常同时使用，以增加追偿效率。

二是对于一般环境违法行为，包括环境信息的漏报和瞒报，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和（非有害）水污染物

等，环保局可在责令停止违法的同时，对已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环境补偿（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如

果情况不允许就地补救，则可以选择赔偿性补偿（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③。具体措施可以由环保局与

企业达成协议自愿履行，也可以通过诉讼强制履行。２０１３年环保局对美国东部的一家大型发电和输电企

业Ｄｏｍｉｎｉｏｎ发出违反《清洁空气法》“防止严重恶化”条款的通知④。尽管Ｄｏｍｉｎｉｏｎ否认违法，但还是签

订了和解协议。协议在３４０万美元罚款外还约定了一系列环境补救措施，包括２５万美元给美国林务局用

于修复其管理的土地，５０万美元给国家公园局修复Ｄｏｍｉｎｉｏｎ给国家公园属地造成的损失，（上至）２５０万

美元用于修复和扩大密歇根湖流域和印第安纳沙丘国家湖滨保护区，（上至）９５万美元用于伊利诺伊州的

两个能效项目，２５４．５万美元用于州的柴炉替换项目［３］。同年，环保局与隶属美国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商的

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　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对其在建设天然气开采运输和储存设施过程中，未获许可向

水体中倾倒废物影响１２　８７４英尺的河流和３．７４英亩湿地的行为进行补偿，包括因其违反《清洁水法》的行

为分别缴纳１６０万美元给环保局和西弗吉尼亚州，并且保证改善企业运行以确保不再有此类违法行为。

环保局对２７个环境破坏场地进行评估，令其对所有可能修复的场地进行修复（修复计划需经环保局批准）

并进行长期监测。对无法修复的场地则按照环境损害的程度向获得政府许可的“补偿银行”（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⑤购买相应的河流或湿地信用点（ｓｔｒｅａｍ／ｗｅｔｌ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ｓ）［４］。

三是对于轻度环境违法行为，以企业和公民／环保组织为执行主体实施的补充性环境项目（ｓｕｐ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其与环境补救的相似之处是都针对轻度环境违法，其目的都是最大限度

补救环境违法造成的不良后果，也都是违法者和管理者合作的结果，但两者在性质上有几点区别：环境补

救是一种强制救济，而补充性环境项目不属于强制救济。环境补救必须作用于特定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

而补充性环境项目可以从广义上提高公共和环境健康，比如资助对特定污染物的研究。当一些环境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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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并未造成环境损害时，补充性环境项目就是更合适的选择。环境补充项目因其和特定环境违法行为

的关联性较弱，更多存在于和解协议中，对其适用经常和罚款减免挂钩。２０１６年，环保局对纽约赛马协会

属下的一处马场向雨水管道排放动物饲养废水处以１５万美元罚款，在终止所有违规排放的同时，实施一

项以减少雨水径流为目的的补充性环境项目，以减少进入同一水体的受污染雨水［５］。２０１３年，环保局认

为内华达州三家金矿公司没有按照《紧急预案和社区知情权法案》申报“有毒物质释放清单”，对其处以２７．

８万美元罚款，并要求其中一家金矿实施３４万美元的补充性环境项目，用于研究其生产工序中的金属化

合物，以提供额外的“信息补偿”。另一个案例是２０１２年，俄亥俄州一家大型杀虫药公司Ｓｃｏｔｔｓ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Ｇｒｏ在缺少部分环保局登记程序并提交虚假资料的情况下销售杀虫药。此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联邦杀虫

药、杀真菌剂和灭鼠剂法案》，被处以６０５万美元罚款，并实施总价值２００万美元的补充性环境项目用来购

买相关水体周围土地，减少因农药径流导致的水体污染［６］。

（三）环境公益损害的诉讼救济

美国环境法通过公民诉讼条款鼓励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参与执法，既对环境公益损害进行救济，也提高

政府执法效率。《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规定：公民可以向任何违反排放标准或相关规定者提起诉讼。

当环保局未履行执法义务时，也可以起诉环保局。《资源保存和回收法》规定的公民诉讼范围更广，公民不

仅可以对违反法律标准者提起诉讼，也可以依据过去违法行为导致的现在或即将发生的重大环境或健康

损害而对有害垃圾的拥有者、运输者、处理者及相关方提起诉讼。法院依原告请求，可以在必需的情况下
“抑制这些固体或有害垃圾的拥有、运输、处理者及相关方的行为”（ＲＣＲＡ §７００２）。在２０１０年美国保育

法基金会（ＣＬＦ）诉波士顿给排水委员会（ＢＷＳＣ）案中，ＣＬＦ诉ＢＷＳＣ在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９年擅自减少１９９９年

环保局发放的排污许可证中的监测点，且在排放多种细菌和金属超标的情况下未作改进，根据《清洁空气

法》的规定，要求法院判定ＢＷＳＣ违法，处以相应罚款，令其整改，并承担原告诉讼费用。十个月之后，环

保局加入原告行列，最终和被告达成和解，被告缴纳２３５　０００美元罚款，且根据协议对其雨／污水排放口进

行采样检验，确定其符合水质排放要求［７］。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ＮＲＤＣ）就缅因州Ｐｅｎｏｂｓｃｏｔ河下游潜在

的水银污染起诉化工厂 ＨｏｌｔｒａＣｈｅｍ案件中，被告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涉嫌排放含有水银的废水

和污泥，环保局和缅因州环保部门已经进行过执法。但ＮＲＤＣ针对远离工厂的河流下游水银污染，依据
《清洁水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认定工厂下游河床中的水银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娱乐，要求被告出资

研究下游污染的程度和解决办法，进行相应清理，并承担原告诉讼费用。地区法院根据双方意见选出一个

三人研究小组来决定污染的具体情况（第一阶段）和清理方式（第二阶段）。巡回法院最终判定被告按第二

阶段研究结果进行清理并负担清理费用［８］。

２００２年，ＮＲＤＣ等环保／公民组织诉洛杉矶港（政府）未经环境影响报告就批准Ｃｈｉｎａ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在洛

杉矶港西盆地区域建设和使用泊位。在该案件中，洛杉矶港认为Ｃｈｉｎａ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项目所需的环境影响报

告包括在了１９９７年对港口西盆地区的环境影响报告，而原告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此项目需要新的环境影

响报告（新的环境影响报告会包括新的排放源，也就意味着需要新的环境补救措施来抵消这些排放源的影

响）。巡回法院部分支持部分驳回了原告的要求。最后双方达成和解，洛杉矶港拿出５　０００万美元用于补

偿新项目造成的空气污染及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包括将港区卡车换成非柴油车，并鼓励停泊船只使用电力

而非柴油，减少港口交通，等等⑥。

二、美国环境法有效实施的“硬核”

从对美国环境公益损害救济制度的法律规定和实施过程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以行政执法为主体、行政

与司法相互衔接、公民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法律机制。从主体上看：环保局作为主要的执法者，可以通

过行政和诉讼手段执法；公民有权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可以对政府提起诉讼，也可以对（不具自由裁

量权的）执法行为或政策与环境法律的冲突向法院要求司法审查；企业是环境法的遵守者，但企业如果对

环保部门的处罚不服，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要求司法审查。从目的上看，主要是通过提高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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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慑违法、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公平对待、通过多渠道解纷提高执法效率。从内容上看，环境公益损害救济

的方式既有行政手段也有经济手段，救济范围既包括生态环境也包括公众健康，救济目标既考虑紧急状态

下污染和健康风险控制也考虑长远的生态恢复或修复，兼顾效率和公平。这些特点也许可以用美国法的

实用主义传统简单带过，但深入观察后却发现，事情并不简单：美国的主要环境法律以成文法形式存在，其

兴起和发展建立在生态伦理观、环境正义运动、公民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基础等理论之上，既没有采

取普通法形式，也对普通法理论进行了“革命”［９］；在环境法实施实践中，尤其是环境公益损害救济过程中，

适用普通法的案件较为少见⑦。如果我们承认，美国作为世界上环境法治的先进国家，取得了公认的环境

治理成效，那么，我们在关注美国环境法的实施效果时，更应该关注其背后的法学理论及其制度实践，追问

支撑其制度运行的价值、方法和制度保障的一系列“硬”措施，探讨其运行规律。

（一）通过立法优化资源配置，为环境法实施提供体制依据

美国环境法理论认为，环境法是一个“由联邦和州之间的关系和冲突、行政法、行政程序、民法、刑法以

及国家关于科学、技术和能源的发展政策组成的复杂的混合体”［１０］。从学理上看，环境法包括三个层次：

最低层次的环境法表现为对付诸如汽车设计、瓶罐处置和水坝建设等形形色色问题的法规、判决和条例，

它们变化迅速，以至于不可能进行有稳定规范意义的分析；最高层次上的环境法涉及广泛的社会政策问

题，对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可能比法学家的分析更有用；中间层次的环境法是环境政策

与社会制度一体化过程的产物，这种过程在程序上表现为环境政策必须通过强调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制

约和尊重各级政府权威的法律体制得到贯彻，在实质上表现为环境机制必须适应我们社会的经济现实、传

统财产权和国家能源政策［１１］。也就是说，环境法实际上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的需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需要同现行制度协调和统一的结果，其存在的前提是适应现行的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国家能源政

策［１２］。根据这样的理论，环境公益损害救济机制实际上是对传统法律机制的再造。为此，美国专门制定

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在决策中采用环境科学的方法，根据生态学的情报将环境价值与

经济和技术问题一并加以考虑；为保证决策方法的改变，设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公众参与制度［１２］。

由此，通过立法确定了国家环境管理的三个目标：一是改革行政方法以实现环境保护；二是法律与科学技

术相结合；三是行政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为实施环境法，美国设立了直属总统的联邦环保局，它由国

会通过立法成立，是直接向总统负责的独立行政机构，环保局局长可以列席内阁会议。总统在建立环保局

的行政命令中指出，环保局是一个“标准研究、制定和执行部门”，主要承担四项职责：一是“建立和执行环

保标准”；二是“研究污染危害和治理污染，以及为制定政策进行信息收集并提出建议”；三是“协助环境质

量委员会辅佐总统”；四是“协助／资助他人的环保治污行为”。按照这个职能定位，环保局主要管理五大环

境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农药污染和辐射污染。环保局接收了原属于卫生部和内政部的

环境相关职能，卫生部还为环保局的建立贡献了４０％的人力资源。根据总统令，环保局是一个以规制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和研究为主的机构，其职责不仅是保护人类的健康，还包括对动物、生态的保护［１３］。

由此，通过特别立法设立专门机构并划定工作职责方式，明确了执法主体和工作范围，自始建立了环

保局执法为主体、环境污染控制与公众健康保护为工作目标、公众广泛参与的环境治理体制。这种体制与

美国的诉讼制度的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环境公益救济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环保局发现违法行为

时，首先通知违法者（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通过法院采取强制措施（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ｉｅｆ）包括要求违法者停止

违法，并对违法者予以处罚或责令违法者对已经产生的损失进行补救。环保局可以和违法者达成和解协

议（ｃｉｖｉ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但需报送相关法院进行３０天公示以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期满后法院核准（ｃｏｎｓｅｎｔ

ｄｅｃｒｅｅ）。如果和解不成，则由环保局起诉相关企业。企业对环保局的强制措施不服，可以起诉环保局要

求司法审查。

与此同时，将公众参与作为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国家环境管理的重要补充，如环境影响

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等。行政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权

力制衡机制：它一方面授权国家环境管理机关作为环境法的主要实施者，负责全面的环境管理，另一方面

又以公众参与刺激和监督行政管理，弥补行政管理的懈怠和缺陷。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环境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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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闭环”运行（图１）。

图１　政府、公众和企业在环境法实施中的功能

（二）通过建立环境标准体系，为环境法实施提供科学判断基础

美国著名环境专家莱斯特·Ｒ·布朗提出了生态安全的概念，他警告：“生态威胁远远没有军事威胁

那样明显，因为生态系统的崩溃过程是逐步和累积的，在他们发生灾难之前，很少为人们所考虑到。”［１４］随

着环境问题的出现，风险规制逐渐成为政府面临的新型管理任务。在法学意义上，规制被定义为三方面基

本元素的结合：制定规则、监督与检查、执行与制裁［１５］。实现规制目标需要设立专业的公共机构，对可能

造成公共危害的风险进行评估和监测，并通过制定规则、监督执行等法律手段来消除或者减轻风险［１６］。

因为环境风险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负荷超过了环境可以容纳的一定限度、不能通过环境的自净作

用予以降解或消除所导致，因此对人类危害环境行为的控制就必须依据科学、通过定量的方法来预测和判

断环境的负荷。用这种定量的方法来判断人类行为是否符合环境要求的客观规定就是环境标准。“我们

所理解的环境标准，是任何对因人类活动所致的环境变化的可接受性的判断，并需要满足如下条件：（１）它

是经过仔细考虑后，适用于确定类型案例的正式规定。（２）因为它和特定处罚、奖励和价值相关联，因而被

期望能直接或间接地对那些影响环境的人类活动施加影响。”因此，环境标准可以作为执法、司法判断的科

学依据⑧。

美国最早在《清洁空气法》中确立联邦政府在污染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并授权新成立的联邦环保局制定

并执行主要污染物的环境标准。《清洁空气法》将六种主要空气污染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光

化学污染物、固体悬浮颗粒、铅）列为指标污染物。因其普遍性和对公共健康的显著危害，其标准制定全

盘基于公共健康考虑。环保局在每个地区办公室设立了若干污染防治实验室进行日常和环境紧急事件中

的监测、采样和实验分析工作，并设立了进行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价的跨部门合作研究机构———研究与发展

办公室，这个机构由环保局领导，多学科参与，多部门合作协同，其工作人员来自环境与健康相关的各个部

门，卫生部在这个中心工作的人较其他部更多。各实验室研究成果为制定和实施环境法提供科学基础和

信息服务（图２）［１３］。

图２　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研究机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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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准以环境基准为依据制定。美国《清洁空气法》第１０８条规定，对于每一种被列入空气污染物

质清单（即已经或者极有可能危害公众健康和福祉的污染物质）的污染物质，环保局都必须公布空气质量

基准，该基准应当反映当前最新的科技水平所能探知的事实，以及尽可能全面覆盖所有对公众健康和福祉

造成影响的因素，并在基准文件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公布以公众健康保障为目的的首要空气质量标准和

以公共福祉保护为目的的次要空气质量标准。环境基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是一个科学术语，由环境

物质与特定对象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确定，它无涉价值判断，不包含社会、经济、技术等人为因素，也

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却是制定环境质量标准的科学依据。由于环境基准是根据当前的科学认知加以确定

的，因此需要不断收集新的科学知识，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科学判断。《清洁空气法》第１０９条规定环

保局每五年审查一次现行的空气质量基准并及时更新。此外，从１９７０年代起，联邦环保局还陆续发布了
《比较风险评估》《致癌物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发育毒性健康风险评估指南》《暴露评价技术指南》等，

为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提供了技术方法及数据基础。同时，为了支持这些技术方法标准的执行，建立了包含

化合物毒性数据库的综合风险评估系统，发布了规定每十年更新一次的《暴露参数手册》，为环境健康风险

评估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数据基础⑨。

以环境基准为依据，联邦环保局制定出以保护公共健康为核心的空气质量标准，并要求州政府制定相

应的排放标准和达标计划（Ｓｔａｔ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随着更多环境保护法律的制定，环境标准制度也

被用于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等领域。环境质量标准包括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水环境质量标准、固体废物

处置场规范及污染物排放相关标准等。污染物可分为两类：普遍及对公共健康危害较大的污染物（如指标

空气污染物），其标准制定直接取决于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污染范围较小或对公共健康危害较小的污染物
（如饮用水污染物和有害空气污染物），其标准制定则在考虑公共健康影响外，也兼顾技术和经济可行性。

由于大部分环境标准都有立法依据，其标准制定方式不可避免受到政治环境等非科学因素的影响［１７］。

除了对现有环境指标的周期审查和修改，联邦环保局也可以根据排放物对公共健康的损害程度，依法

添加或废除污染物的环境标准。立法部门、企业、公众和环保组织均可对环境标准提出质疑。如果企业或

环境组织不满意最终出台的标准，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则会判决环保局在制定标准上是否有越权

或失职的行为。１９７８年，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通过诉讼的方式使联邦环保局将铅加入指标空气污染

物中加以治理［１８］。１９９７年，在环保局再次公布臭氧和ＰＭ２．５质量标准时再次受到经济和技术可行性的

质疑，而美国联邦法院亦做出了环境质量标准仅考虑健康影响的判决［１９］。

通过立法建立环境标准制度，设立环保局领导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为环境法将科学判断与法律判断有

机结合奠定了物质基础。在环境法实施中，无论是许可证的发放还是行政处罚，都以环境标准为依据；而

环境现场执法，则由环境工程师和律师同时进行，以确保科学性与合法性同时具备瑏瑠。因此，我们才看到

了在环境公益损害救济过程中，环保局面对各种违法情况都有相应的执法策略。

（三）通过明确利益导向，提高环境法实施效率和效能

美国的环境法具有由环境保护运动推动的明显特征，其中环境正义运动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２０］。

这场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２１］：２０世纪初，知名环境保护人士如约翰·缪尔、西奥多·罗斯福等人推动

在美国国家体系内建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ｃｔ）和森林保护区（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ｃｔ），划

定了野生动物保护区和为人们休闲和惠享的休憩区（Ｔｈｅ　Ｌａｃｅｙ　Ａｃ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律师在

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越来越强，除了在国会中参与起草很多重要的环境保护法律之外，律师还在行政机关中

加强环境保护法律和规则的实施；这一时期，成立了许多环境保护团体，如自然资源保护协会（ＮＲＤＣ）、塞

拉俱乐部（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美国环保协会（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ｕｎｄ）等等，另外也有像环境法研究所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等智库致力于环境保护法律和规制的研究。环保团体和智库的工作富有

成效，促使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签署多项总统令应对环境问题［２２］。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

今，出现了许多环境保护领域的社会活动家，促成了１９８０年《超级基金法》的通过。这项法律赋予保护局

一项非常重要的职权，即找寻污染严重地区的相关利益主体，并监督其清理或配合清理污染场地；此外，对

于那些缺乏明确利益主体的“孤零零的污染地区”，有权进行清理［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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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正义基本原则瑏瑡及相关法律，环保局在衡量特定地区的环境风险和危害时会选择环境、健

康、社会和经济四大指标进行综合性评估，然后采取相应执法措施。四个指标建立在详尽的数据基础之

上，对该区域生态环境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判断，以服务于最后的环境决策（图３）［２２］。

图３　环保局环境正义评估图

由于这种评估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结论也可能是比较宏观甚至是不确定的。在运用到具体执法

过程中需要有更明确的规则，以保证各种利益的平衡、各种主体得到公平对待，以实现环境正义。

１．环保罚款的用途和计算

如前所述，罚款的主要目的是威慑违法者，使违法成本大于违法所得。一般情况下，环保局的罚款收

入进入国库，国库再通过批准环保局预算的形式将钱用于环境保护（预算中包括各类环境执法经费和环境

整治专项基金）。环保局的收入（包括行政、民事、刑事罚款和收费）和支出大致持平。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为

例，环保局的罚款收入在１．４５～１．８６亿美元。

环境罚款由环保局计算和征收。罚款的计算根据不同环境法律而有别，但其考虑因素大致相同。环

保局对大多数环境民事罚款有统一的计算方法瑏瑢。其“违法所得”由三个部分组成：（１）因为违法而推迟的

经济成本，比如未安装应该安装的仪器、未进行相应的取样和测试、未对废物进行合理处置，等等。由于推

迟这些成本所产生的“所得”计算为这些花费的５％乘以推迟的年数。（２）因为违法而（永久）避免的成本，

包括未安装（或已安装未运行）仪器的运行费用，未配备足够人手以及未对废物合理处置（且不可能重新处

置）而避免的费用等。（３）由于违法而获得的（市场）竞争优势产生的获益，包括销售已禁售的产品，销售没

有所需标识的产品，有偿移除法律要求的环境控制装置（比如汽车尾气装置），等等。第三部分所得的计算

来自对违法行为信息的收集，当信息不足时，则由专业人员基于行业知识进行估算［２３］。环保局发展了一

套模型来计算不同程度的各类环境违法的“违法所得”［２４］。

为达威慑目的，大多数罚款金额会不同程度地高于违法所得。其考虑的因素包括违法行为是否已经

造成实际损害、（其违反的）环境法规的重要性、违法者的实际情况（企业大小等）。违法造成的损害可以根

据污染物的毒性、剂量、被污染环境的敏感度、污染行为的时间来计算。

２．赋予环保局一定裁量权与协商权

环保局可以根据违法者和违法行为的各种因素，酌情调整罚款数额。这些因素包括：违法行为是否故

意、是否有前科、合作态度以及承受罚款的能力等，每一因素又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环保局可以在２０％的

范围内调整罚款额，如果调整度超过２０％则需要一定解释。对这些因素的考量能平衡环境执法对经济和

社会目标的影响，进而使环境管理更有效。

为了更加有效执法并节约公共资源，环保局会与违法者协商处罚金额，目的是让违法者倾向于和环保

局达成协议，省去诉讼过程。如果协商不成，则按照最高罚款额提起诉讼。此外，违法者越早缴纳罚款，罚

款金额也会相应减少。如果违法者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或者提出其他修复环境的行为，也可以适量减少

罚款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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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赋予环保局决定补救和补偿方式的权力

为了实现恢复环境的终极目标，环保局除了有权对违法者进行行政处罚外，还有权决定对被污染和破

坏的环境的修复措施。《清洁空气法》创立了在联邦政府领导下的中央—地方合作控制空气污染的制度。

该法明确规定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空气污染是州和地方政府的主要责任。在联邦范围内设立空气质量控

制区是联邦环保局的职责，美国已设立２４７个州内控制区和２６３个州际控制区，对污染物排放实施许可证

制度［２５］。如果违反了许可证设定的排放限额，环保局可要求违法者采取相应的补救和补偿措施。违法者

可以自己修复，也可以给付资金，用于其他有利于生态环境的项目。环保局在罚款上的裁量权让污染者更

愿意主动采取补救和修复措施来减少罚款。一个案例是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Ｃｏｒｐ．在生产汽车和建筑物

用玻璃时无许可排放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固体悬浮颗粒和硫酸蒸汽等。２０１５年环保局与Ｇｕａｒｄｉａｎ公司

达成和解协议，要求Ｇｕａｒｄｉａｎ公司花费７０６万美元来关闭或改善设施，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并额外支

付１５万美元给加利福尼亚州Ｓａｎ　Ｊｏａｑｕｉｎ山谷联合空气质量控制区的“清洁燃烧激励项目”，从而降低当

地的空气污染［２６］。也就是说，虽然Ｇｕａｒｄｉａｎ造成的空气污染不可撤除，但它可以通过治理其他的污染源，

来提高当地的空气环境，变相“收回”了其违法排放的污染物。

４．鼓励公民诉讼提高执法效率

环境法律允许公民诉讼并降低了公民诉讼的成本。公民个人和团体只要认为自己受到了不法侵害，

就可以起诉违法者。如果被告败诉，将承担原告的诉讼费用。也就是说，虽然原告不能获得经济利益，但

可以制止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并且原告律师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瑏瑣。公民诉讼制度一方面提高了公民的执

法积极性，另一方面，诉讼本身可以促进原告和被告私下和解，节省诉讼费用，让污染者有可能把资金用于

改善当地环境。

有的州为了提高公民诉讼积极性，为发现违法行为的个人和团体提供“赏金”。如加州《安全饮用水和

毒物执法法》（简称“６５号提案”）目标是通过加强知情权，保护消费者不受各种有害物质的影响。此提案

要求政府列出所有可能致癌或导致遗传缺陷的物质并警告消费者，并包含一条“赏金猎人”条款：允许公

民／团体起诉任何没有在产品上标注所有危险物质警告的生产商；如果起诉成功，原告可以获得一部分（本

应全部交给政府的）环境罚款瑏瑤。

在公民诉讼中，环保公益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环境法的公民诉讼条款规定，环保公益组织既

可以起诉企业违法，又可以起诉政府不作为或违法行为。环保组织比之个体公民有巨大的信息优势和丰

富的诉讼经验。这些组织对当地社区十分了解，更有能力与责任方合作来修复当地环境。事实上，环保公

益组织作为大部分公民诉讼的原告，既是环境法律的主要监督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环保法律的制

定。环保公益诉讼根据被告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污染企业／个人，以及政府或政府部门。当被告

为污染企业／个人时，环保公益组织通过诉讼降低了环保部门由于资源限制而不愿或不能执法的行为。加

州近年来雨水径流相关的罚款收入有８３％来自公民诉讼［２７］。对不明显且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

公民诉讼大大降低了政府环保部门的执法成本。同时，公民诉讼也减少了环保部门不愿对其他公共部门

进行执法的行为。一项对《安全饮用水法》的违法和执法行为的研究表明，公共饮用水设施与私人企业相

比，违法行为更多但较少受到环保部门的执法惩罚［２８］。比如本文中的美国保育法基金会诉波士顿给排水

委员会案，被告为政府部门，原告作为环保公益组织收集其违法行为的证据，得以让环保局加入原告行列，

并成功使波士顿给排水委员会停止其违法行为。除了监督环境法律的实施，针对污染企业的公民诉讼也

促进了当地的环境修复。很多公民诉讼最终协议中含有“补充性环境项目”来帮助当地社区的环境修复。

仅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加州公民诉讼就带来了８８０万美元的资金用于补充性环境项目，包括原生鱼类栖息地

修复、河流保护和支流修复、环境教育项目、街道绿化等［２７］。

环保公益组织和环保局既是互相合作也有监督的关系。环保公益组织起诉污染者时，两者是合作关

系。但当起诉对象是环保局时，则是监督关系。环保公益组织对环保局的诉讼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挑

战已有的环保局政策。第二类是起诉环保局的不作为，包括未按法律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政策制定和

修改，以及其他程序上的违法违规行为。针对这类起诉的法院判决通常会支持原告所诉，责令环保局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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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之内完成法律规定的职责。这一类诉讼是环保公益组织常用的监督手段，但在其使用上有争议，争议的

中心是“起诉然后和解”（ｓｕｅ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这种现象指环境公益组织以未能完成法定（非自由裁量权）职责

为由起诉环保部门，而环保部门选择不辩护而与原告达成协议。这种协议经法院核准生效，使环保局需在

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职责［２９］。这种诉讼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大量使用，加大了州和地方上环境政策

执行成本，引起了受影响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不满［３０］。反对“起诉然后和解”者认为，这种做法提供了环保

局与环保公益组织“合谋”推进环境政策／标准制定的可能，损害了其他潜在相关方，比如受影响地方政府

和企业和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鉴于此，环保局局长Ｓｃｏｔｔ　Ｐｒｕｉｔｔ在２０１７年发布一项命令，旨在加强环

保局的和解协议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３１］。“起诉然后和解”提供了一种可能，让环保局绕过国会和其他

法律规定的程序，通过隐秘的方式修改法律。以２０１３年西北保育会诉美国森林局和土地管理局案为例。

案件起自受影响伐木业起诉美国森林局和土地管理局的“西北森林计划”中的环境补救条款“勘测和管理”

一项违法。此案于２００３年达成协议，从计划中移除此条款。但此后两次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来移除此条款

的尝试都被环保组织起诉，并被法院认为违反《国家环境政策法》而无效。此后，当局与环保公益组织协商

修改“勘测和管理”项细则，并达成和解协议．由于此协议的协商排除了伐木业的参与，且协议虽然减少了

部分生物的勘测要求，但新增了对“干扰地面环境行为”进行勘测的条款，于是伐木公司在巡回法院起诉此

协议违法，理由是这项协议改变了“西北森林计划”的内容，而根据《国家森林管理法》《联邦土地政策和管

理法》和《国家环境政策法》，森林局和土地管理局的法规修改需要经过正式的修改流程、信息公开和公众

参与程序。巡回法院支持了伐木公司的观点［３２］。此案以及其他类似案件表明，环保部门与各相关方达成

的和解协议不能违反或逃避现有法律的法律规定。

通过明确的利益导向，建立从风险评估原则性规定到具体的行政罚款、行政补偿计算方法和执行方

式，鼓励公民诉讼参与执法，既贯彻了公平对待不同主体，尽可能消除种族、地域、收入差距所可能带来的

非正义结果；也注重程序正义的价值，通过建立多元执法机制，尽可能地提高执法效能，降低执法成本。

三、对借鉴美国环境法实施的关键要素的未尽思考

中国自１９７３年制定第一个环境保护规范性文件瑏瑥，１９７９年颁布《环境保护法（试行）》，开启现代环境

保护的法治进程。经过４０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的环境保护法治从无到有、从局部单项立法到全面

推进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改革环境管理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司法功能、有序扩大公众参与；与此同

时，主动参与国际环境保护事务，逐步提出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

环境保护法治道路，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飞跃［３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需要学习借鉴美国经

验以及学习借鉴美国的哪些经验，是值得认真思考并加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应该还记得，在中国环境法治的起步时期，曾经有很多是向美国“抄作业”的结果瑏瑦。但是，我们

也发现，在美国用得很好的一些制度被借鉴到中国实施以后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或者发生了“变异”。比

如说被称之为美国环保法“支柱性”制度的环境影响评价、许可证、现场检查，在中国的环境法实践中似乎

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反而是区域限批、环保督察、党政同责等“本土化”的制度威力无比。还有如中国

最早的环境保护机构设立也是参照美国模式，从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建最早的环境保护职能部门，其中有

相当多的人来自卫生健康部门［３４］；但历次机构升级后，环境保护部门与卫生健康部门在环境与健康管理

职责上渐行渐远瑏瑧，直到现在，生态环境部也未明确管理环境与健康问题的相关职能［３５］。

在中国的环境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新时代，“中国方案”令世人瞩目，我们还有必要借鉴美国环境法

的实施机制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与四十年前相比，当我们不再有“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心态时，既

可以更从容地检视美国的环境法实施机制，也可以更深刻地反思我们“抄作业”的过程。客观而言，我们引

进的一些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环境法律制度，的确存在“水土不服”现象，深入思考产生这种现象的原

因，可能情况有所不同。一种情况是，因为中国与美国的法律传统和司法体制存在本质差异，有些制度的

确无法“复制”，比如美国的“公民诉讼”，在中国必须经过改造成为“公益诉讼”制度［３６］，否则，根本无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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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另一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在引进制度时，只注意了制度条款的引进而轻视甚至忽视了制度保障条件或

者“硬制度”的引进，导致制度实施“变形”、实效不佳，如许可证制度、监督检查制度。但无论哪种情况，都

不存在不能借鉴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环境法制度的实施效率和效能一直被诟病，历次机构改革都有针对

性地进行了制度安排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硬制度”支撑而始终难以见效。美国环境法实施机制中的国家体

制安排、多元主体互动机制设计、具体程序和科学方法支持等，恰是中国环境法研究薄弱、立法考虑较少的

部分。这也提示我们，对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环境法制度研究和立法借鉴，需要在更加深入研究不同国

情、不同司法制度、不同执法条件的情况下，摒弃“照猫画虎”的简单思维，更多关注法律条文、制度规则的

背后，去发现支撑和保障制度运行的基础条件、基本能力和社会背景，由此借鉴先进制度的“精髓”，不断完

善我国的环境法理论与实践，提升生态环境法治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学习永在路上，借鉴永无止境。

注释：

① 本文将公民等同为非环境破坏者或者环境破坏受害者，而企业等同为环境施害者。

② 美国总统授权给各应对机构，主要是联邦环保局和美国海岸警卫队，但不排除其他政府部门和私人的协同。海岸警卫队

主要负责与五大湖、海岸（和沿海河流）相关的场地清理。

③ 赔偿性补偿主要应用于《清洁水法》第４０４条范围。

④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条款。这一条款的目的是防止空气质量较好的区域（比如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空气

质量恶化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ＮＡＡＱＳ）的水平。这一条款对这些地区的排放源要求“最佳可得控制技术”。

⑤ 《清洁水法》第４０４条规定：“河流／湿地补偿银行”的产生弥补了第４０４条原有的就地生态补偿和单一项目异地生态补偿

效率低下的问题。每一个“补偿银行”就是一片由获得政府许可的机构所维护的河流／湿地区域。许可证会规定这片区

域根据其能提供的生态服务有固定额度的“信用点”，企业可以通过购买相应的信用点来间接进行生态补偿。这种政府

监督、第三方执行的生态补偿方式减轻了污染企业进行生态修复的执行难度，使生态补偿更加高效。

⑥ 这一和解协议使港口卡车行业不满，美国卡车协会起诉洛杉矶港，案件经过地区法院、巡回法院审理，最后到了最高法

院，被判保留一部分（修改一部分）洛杉矶港对卡车燃料的新规定。

⑦ 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环境法律规则详细，环保局拥有对环境法律相当的执行和解释权，环保局制定了详细的环境

公益损害救济形式，比如超级基金、补充性环境项目、罚款收入转化的环境治理专项基金等。由于法规清晰，大部分环境

案件在企业违法事实清晰的情况下最后都以和解结束。也有一些重要的环境案件，比如Ｃｈｅｖｒｏｎ　ｖ．ＥＰＡ 和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

ｓｅｔｔｓ　ｖ．ＥＰＡ等，由于其判决影响了环保局的权力范围，成为被广泛引用的案例。

⑧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２１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９８．参见谈珊：《断裂

与弥合：环境与健康风险中的环境标准问题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８５页。

⑨ 参见段小丽：《美国环境健康工作的启示》，载《环境与健康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２－３页；ＵＳＥＰＡ：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ＥＰＡｌｌ００／Ｂ－０４／００１），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ＵＳＥＰ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２００４；ＵＳＥＰＡ．Ｈｕ－

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ＦＹ２００６－２０１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ＵＳＥＰ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ＵＳＥＰＡ．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ＵＳＥＰ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５；孟伟、闫振广、刘征涛：《美国水质基准技术分析与我国相关基准的构建》，载《环境科学研

究》２００９第７期，第７５７－７６１页。

瑏瑠 环保局在每个地区办公室设有法律顾问办公室（ＥＰＡ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为环保执法和诉讼提供法律服务，与

地区办公室的各部门如空气污染部门、水污染部门、化学物质和土壤污染部门中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合作执法。

此外，环保局的工程技术支持中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ｅｎｔｅｒ）为环境执法提供技术和工程支持服务，尤其是

为超级基金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瑏瑡 罗伯特·布勒德将环境正义基本原则概括为：（１）保护所有的人不遭受环境破坏所致的影响；（２）针对危害，采取公共的

健康预防；（３）污染者承担举证责任；（４）降低对于构成污染的主观故意要件的要求；（５）利用设立目标的行动和资源，救

济业已存在的不公平。参见Ｊｕｎｅ　Ｍ．Ｌｙｌ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ＰＡ＇ｓ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ｄｉａｎａ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０，７５（２）：６８７－７０９．

瑏瑢 《清洁水法》第３１１条ｆ、ｇ款，《清洁空气法》第１２０条和《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第１０７条不适用这一方法。

瑏瑣 美国法律一般要求原被告无论诉讼结果，各自负担诉讼费用，但这样无益于公民环境执法积极性，于是国会在很多法律

中以各种形式加入律师费条款，使败诉方负担胜诉方的律师费。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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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赏金猎人”条款有一定争议，包括公款私用、起诉者未必是受害者以及将企业置于过于不利的地位，等等。

瑏瑥１９７３年８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并由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

行草案）》，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对环境保护问题作出规定的文件。

瑏瑦１９７９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以及后来制定的多部单行法，许多制度都有对美国有关制度的借鉴。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许可证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等都是美国首创后为世界各国学习借鉴的。中国早期的环境标准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

染物排放标准也主要是向美国学习的。

瑏瑧 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推动下，中国发布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其目标为：“完善

环境与健康工作的法律、管理和科技支撑，控制有害环境因素及其健康影响，减少环境相关性疾病发生，维护公众健康，

促进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约束性指标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但是，直

到２０１５年到期，任务基本没有落实。参见吕忠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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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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