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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保护激励制度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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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遇到不可协调的矛盾时，如何有效实施环境保护制度创新，从而实现“保护环
境是经济上必需的”，是环境保护激励制度创新中的重要问题。文章探讨了中国环境保护激励制度的创新原则，建
构了改善中国环境保护激励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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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但已经为经济增长

保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的社

付出了昂贵的生态环境成本并饱尝环境恶化的苦

会经济可持续条件的变化、环境问题所具有的双重

果。本世纪头２０年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加快实

属性特征（即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使得

现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阶段，环境保护也进入了政

环境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通过改善人类对自然的

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新阶段。这一时期，

利用方式来实现，另一方面要通过调整人和人之间

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落实科

的利益关系来实现，而这两种关系的协调都与激励

学发展观，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战略机遇

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保护环境是经济上必需的”

期。世界银行（２０２０年的中国》研究报告决非危言

要远比“破坏环境是不应该的”更有说服力。【２０尤其

耸听：“在过去的２０年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

是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遇到不可协调的矛盾时，

市化和工业化，使中国加入了世界上空气污染和水

前者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实施有效的环境保护制度

质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列。环境污染给人和经济造

创新，从而实现“保护环境是经济上必需的”，是本

成的代价巨大。从总体上看，中国每年污染的经济

研究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损失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到８％。将来，如果
不改善人们生存的物质环境，实现中国雄心勃勃的

１

中国环境保护激励制度的创新原则

增长目标只是一个空洞的胜利。”【ｌ ｏ从决定中国环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境发展趋势的因素看，只有在优化产业结构与转变

的逐步确立，环境污染的问题Ｅｌ益突出，现在的环境

增长方式，深化环境保护的政府与市场调控机制，扩

状况与现行的制度安排具有相当大的关联，管制制

大社会力量参与和完善环境保护法制等方面取得显

度的行政指令、监督管理等手段已远远不能适应新

著进展，才可能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

形势的需要，现有的经济激励制度有待改革，适应市

成新的环境保护推动力，扩展环境质量局部改善的

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激励制度亟待创新，以推动中

成效，逐步遏制环境质量总体恶化的趋势。

国环境保护事业健康发展，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全球

境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制度创新是在环

化的趋势以及成功加入ＷＴＯ，中国正处于急速发展

境问题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进，它遵循制度创

的制度变迁时代，市场力量已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新的一般规律，主要是不断降低环境保护制度系统

发挥重要作用，而与此同时，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环

运行的成本和为创新行为提供有效的激励，以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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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环境制度，可以看到，中国环境制度作为一
种制度系统，存在着运行成本过高和对社会环境保
护行动激励不足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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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和环境监督问题。【３１总结世界各国环境保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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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环境制度大体应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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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有效整合
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会导致环境问题上的“市

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理由，但并不是

染问题的解决，许多国家也根据本国的情况推出了
治理污染的排污权制度。
１．４环保激励制度安排的差异性

充足的理由，因为政府干预同样也面临“政府失

环保制度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市场结构问题，因

灵”，可见，市场与政府问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在完善

行业制宜，制定不同的制度或实行不同的费率，切实

与不完善之间的选择，而是在不完善的程度和类型

实施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以防止污染治理成本的转

之间的选择。这表明，对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不要

嫁。环保制度的制定要与产业结构的转换相结合，

轻易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要实现二者的有机整

将环保制度作为淘汰污染严重的落后产业的有力手

合，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进而使环境保护在经济

段，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

制度与社会机制的不断创新中得到进步和发展。政

１．５环保激励制度安排的公众参与支持

府通过没计制度、保护产权，使环境保护与私人经济

环境保护制度变革通常意味着收费、取消“权

主体的利益紧密相连。市场与政府结合，实现环保

利”或拿走经济租金。因此，要想实施有效的制度

制度的创新，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一种共识，也是日益

变革并反对那些既得利益，就必须取得广泛的支持。

兴起的新资源经济学理论倡导的政策主张，将自由

如缺乏这种支持和认同，再好的环境制度安排也无

市场制度运用到环境保护事业中，运用价格与利益

能为力。可以通过信息公开（向公众告知有关环境

机制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将环境保护与企

退化或污染损失的成本）和公众参与（直接见证环

业或消费者的利润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目标联系起

境影响）来获得人ｆｉｑ叉寸变革的拥护和支持。

来。

１．６环保激励制度安排的诱致性与有效性

１．２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则

环保制度的制定要削弱政府主导色彩，切实增

环境问题的经济本质表现为效率低下，其社会

进企业与公众的实质性参与，提高社会的环保意识，

本质则表现为有失公平。评价环境保护制度的优劣

形成全民环保的社会氛围。激励企业形成排污信息

有几条标准，即环境效果、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可接

的披露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公民的知情权。环保经

受性等，归根结底是两条标准：一是效率，二是公平。

济激励制度安排同时具备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约

环境效果和可接受性本身都是基于效率和公平的考

束机制可对经济主体破坏环境、损人利已的行为进

虑。效率与公平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环境问

行有效规制，确保制度的有效实施，而激励机制充分

题的低效率决定了不公平；相反，实行一种环境保护

利用经济主体追逐自身利益的特性激励其良好的保

制度，如果不注意公平标准，比如对负外部性的减少

护环境行为，使经济主体的行为自觉地与制度取向

给予补贴，导致的结果可能不是污染的减少，而是更

一致，降低制度实施的费用。

多的污染，这说明，不公平也会导致低效率。环境保

１．７环保激励制度安排的优先次序

护制度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１．３接轨国际惯例

由于环境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以及解决的困
难性和长期性，使得人们在制定环境制度时必须进

制定环保制度时要综观各国的环保制度情况，

行各种权衡，确定哪些问题需要优先考虑。根据当

做到知已知彼，尽量与国际惯例接轨，避免国内外环

代中国环境问题的五个特点：工业点污染与农业面

保制度差距过大，使中国成为污染的避风港或是环

污染交错并存，构成了工业化进程中典型的产业结

保制度过于严格使国内企业治污成本过高，影响企

构性污染；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落后的燃烧方式

业的竞争力。由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许多国家

决定了空气环境煤烟型污染的基本特征；城市布局

都在积极进行环境保护制度的创新，力图降低制度

不当，功能错位，城市成为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地

运行与监管成本，提高制度效率，一些国家在这方面

区；科技和管理水平不高，使生产和消费产生的污染

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瑞典的硫税、美国对部分

物排放量大，浓度高；中国的资源能源基本分布于生

地区水污染所实行的排污权制度。美国排污制度的

态环境天然脆弱的地区，加剧了人为开发活动的环

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准备将其扩展到其它污

境影响。Ｈ１这些可以作为设计和创新环境保护制度

染物排放的治理中，将其运用于世界范围内环境污

的根本出发点。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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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济政策研究中心分别对中国环境污染损失的经济计

会议等形式，它们针对不同的需要而运行。总之，环

量也为确定环境保护制度的优先序提供了依据。因

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是一种新的经济决策方式，其具

此，城市以大气污染控制、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控制

体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这里的关键是要明确，对经济

为优先考虑领域，农村则应以生态保护为重点。有

决策方式的改进是中国环境政策创新的主要选择之

了环境政策优先顺序，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一。

更加有效地投资于环境保护。
１．８环保激励制度与技术的有机结合

在今天，人们认识到环境保护已经不仅仅是环
境部门的责任，而是应该在各部门和宏观决策中进

面对环境问题，人类要解决的无非是两大难题：

行综合考虑的问题。因此要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对环

一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二是人类在利用环境

境资源的影响以及环境资源条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

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者强调的是环境技

制约，应在充分理解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综合决

术，后者强调的是环境制度。制度的本质在于界定

策。环境保护政策应该与部门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

责、权、利，以此促进效率或公平，要解决的是激励什

政策相结合，环境和自然资源应该纳入到国民经济

么、约束什么的问题。但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只能与

核算体系中。综合决策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领域，

当时、当地的技术水平相适应，而不能孤立地就制度

应该贯穿于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社会环境经济

论制度。

领域。注意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同政策部门之

２改善中国环境保护激励制度创新的制度
环境

间的沟通协调，将环境保护进一步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使环境保护在各项决策中得到更多
的体现，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的综合平衡。

制度环境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

在经济发展规划和综合决策中要将环境成本纳入各

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它是一国的基

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

本制度规定，决定和影响着其他的制度安排。在制

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针对传统的经济核

度环境中，宪法和法律结构又至关重要。中国的环

算方法不反映经济增长导致的生态破坏、环境恶化

境保护有着良好的制度环境。例如，中央政府已将

和资源代价的问题，建立综合的经济与环境资源核

环境保护作为重要战略决策写进了“十五”计划和

算体系，制订《可持续发展法》等综合性的法律，对

２０１０年远景规划；各级地方政府也制订了相应的地

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做出科学的、系统的安

方行动计划。但是，这些规划有着明显的弱点：一是

排，在较大的范围和在较长的时期内协调生态环境

政策力度不够，漏洞较多，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污

行为。

染形式日趋多样化、定量日趋复杂化，使得现有法律

２．２有效利用财政、信贷制度

法规效力减弱；－－是没有足够的权威，因而不能保证

保护环境和资源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质，因

有效地贯彻实施。因此改善制度环境已十分必要。

此需要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

２．１健全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扶持。发达国家从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历程中总

关于改善经济决策过程，总体方向是建立环境

结出一条规律，即“经济靠市场，环境靠政府”。利

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这个机制包括以下内容：第

用财政制度支持、促进环境保护是环保靠政府的重

一，在决策主体上，尤其要注意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

要途径。发达国家十分重视运用财政制度来支持、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对经济决策过程的了解、参与和

促进环境保护工作。作为经济激励制度的财政制度

表达意见。在这里，综合决策主要反映了利益协调

主要包括：（１）绿色税收制度。绿色税收制度主要

和相互制衡的关系，通过加强各个部门的正式联络，

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征收环境税，环境税是以保护环

有助于保证经济决策过程不会留下过于严重的环境

境为主要目的而征收的税收的总称。环境税在发达

后果。第二，在决策层次上，要特别注意在中央和地

国家应用十分普遍，如能源税、硫税、氟立昂税等；实

方两级的经济决策活动，因为它们都产生广泛的影

行差别税收，差别税收是指针对不同的纳税对象制

响（包括环境影响）。第三，在决策形式上，综合决

订不同的税率。它是根据纳税对象的行为、产品、生

策机制主要可采取委员会、工作组、协议、投票、圆桌

产方式、环境保护活动等来决定其纳税水平。（２）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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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入制度。这是十分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

２．５建立领导干部环保实绩考核制度

段，也是经济激励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说来，

在目前的干部考核机制中，ＧＤＰ的增长占有较

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直接投

重要的地位，一系列与经济相关的量化指标同官员

资，政府是环境保护投资的重要来源，增加政府对环

的升迁奖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以ＧＤＰ为中心的

境保护的投资是发达国家的普遍作法；财政补贴，政

政绩观使一些地区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速度，违

府经常对社会经济活动实施相应的财政补贴，世界

背经济规律和自然法则，致使资源浪费、环境污染、

各国实施的财政补贴有些有利于环境保护，如对植

生态破坏。所以必须改变单纯追求ＧＤＰ的政策目

树造林、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等活动进行补贴就属于

标，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机制，明确将环境保护纳入

此类，有些不利于环境保护，如能源补贴就属于此

政府决策者政绩的考核体系，作为衡量地方政绩和

类。（３）信贷制度。信贷制度足经济激励制度的重

评定干部优劣的重要条件，政府决策者应树立“环

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根据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

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观念，层层签订生

的要求，对不同的对象实行不同的信贷制度，既优惠

态环境建设目标责任制，督促行使环保职能，抑制地

信贷制度或严格的信贷制度。具体来说，对环境保

方保护主义，以推动环保事业的顺利发展，资源的永

护及可持续发展有利的项目实施优惠信贷制度，反

续利用，使经济、社会、环境总体平衡、协调发展。

之，则实施严格的信贷制度。

２．６建立和强化环境资源承载力控制管理制度

２．３构建生态补偿制度

环境资源承载力与环境容量密切相关。中国经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现，可持续发展

济的持续发展，人口的继续膨胀，使环境资源承载力

理论要求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生态补偿制度

和环境容量压力增大。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

是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有效途径。生态补偿

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也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来

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１）开发者补偿。

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和强

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价值，同时，生态环境资源具有稀

化环境资源承载力控制制度，加快对环境容量的研

缺性，因而，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应该支付相应的

究，确立区域、流域的动态环境承载能力，对环境资

经济补偿。这一经济补偿费主要用于生态环境资源

源开发利用和排污实行严格的总量管理，没有许可

的保护、恢复、更新，以保证生态环境资源的永续利

证制度指标的不得生产经营，进而建立和推行环境

用。（２）受益者补偿。生态补偿制度又可分为两

容量或排污指标有偿转让制度。目前在环境保护方

类：一是国与国之间的生态补偿，主要解决国家间的

面必须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推进工业企业的技术进

生态补偿问题；二是国内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主要

步。要立足现有的基础，对加工工业进行联合改组

解决一个国家内部地区问的生态补偿问题。

和技术改造，进一步节能降耗，削减污染负荷；加快

２．４政府实施角色与职能的转换

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能源

在传统的环境保护制度模式中，政府作为制度

的利用转化率，把整个加工工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建构的绝对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政府根据国

第二，建立低度消耗资源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

家与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相关的方针政策，

包括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

制定环境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各种计划，并且应用行

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动

政手段命令各级政府组织具体负责计划的实施与监

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

督。各级环境保护主体必须向它们的上级政府机关

节约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以降低资源的消耗，促

负责，并且必须根据上级的命令组织与建构相应的

进资源的节约，增强资源对国民经济的保证程度，使

环境保护制度。公民与政府的环境保护制度没有多

经济的发展大体稳定在一个与环境、资源承载力相

大的关系。在公众成为制度建构主体的情形下，政

适应的水平上。第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重点发

府利用行政手段直接设计与建构环境保护制度的职

展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低的技

能就应该相应地削弱，而应该把自己的职能主要定

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同时在农村，改变现有零

位在为这些集体组织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服务方面，

星分散的乡镇工业格局，相对集中地发展乡村工业，

减少对具体环境保护事务的直接管理与干预。

形成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同时也有利于对工业废

吴玲等：中国环境保护激励制度创新研究

弃物进行集中控制、统一处理，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

例如任何合法的团体和个人，都有权从污染源采集

污染。

样品并按合法途径进行测试，使之成为进行环境诉

２．７建立社会制衡制度

讼的证据；三是索赔权，这是环境权益的核心部分。

建立社会制衡制度，包含了公众参与的精神，公

不单是污染受害者，而且是与污染源无关的人，都可

众的行动不仅仅限于“参与”，而是要成为一种基本

以根据法律规定向污染者索取赔偿，这是公众进行

力量。公众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社会团体，也包括个

环境监督的基本动力，对污染者而言，则是难以抗拒

人。关于社会团体和个人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在

的巨大压力。关键是要制定有利于公众采取行动的

很多国家已得到了体现。究其实质，关键在于为这

法律，这是环境政策创新最重要的突破点，也是最难

些团体和个人创造了有刺激力的政策条件。中国环

突破之处；四是议事权，这是指公众有权参与经济和

境制度，特别是环境法律，迫切需要扩大社会公众享

环境决策的某些过程，例如对重要经济决策发表意

有的环境权益，通过这些权益的规定而激励公众对

见，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表达要求等。

环境损害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具体而言，主要包
参考文献

括以下权利：一是知情权，即开辟多种渠道，公布环
［１］

境信息，使公众了解真实情况。所谓环境信息，除了

中国水利报，２００２一０７—２５（４）．

已经实行的环境状况公报、空气质量周报等公共信
息外，还应包括具体企业的环境信息（如生产工艺、

［２］任睿．建立复合多样的环境保护制度安排［ＥＢ／ＯＬ］．
２００２—０６—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ａｐｐ．ｏｒｇ．

生产原料、排污情况等），这些具体信息可以帮助公
众判断某个企业的生产前景和在环境上受到管制的
风险，从而作出是否参与该企业生产过程的决策

鲁志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的必然选择［Ｎ］．

［３］夏光．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Ｎ］．中国
环境报，１９９４—０８一０１（２）．
［４］彭近新．当代中国环境保护成功之路和挑战解析［Ｊ］．

（例如是否购买该企业的股份）；二是监督权。要通

中国环境管理，２００２，（１）：３５—３９．

过法律规定，赋予公众对损害环境行为的监督权利，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ｕ Ｌｉｎ９１·２

Ｌｉ

Ｃｕｉｘｉａｌ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８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ｏｗ ｔｏ ｐ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ｍ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ｂｅ 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ｙ，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ｉｓ ｔｏ ｖｉｔａｌｌｙ ｎｅ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ｎｅｅ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Ａ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Ｃｈｉ—
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