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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郊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法律制度的完善
饶世权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３１）

摘要：郊区被纳入到城市区域经济圈中，但郊区生态环境比城市和偏远的农村更加恶化，原因就是郊区的法
律性质是农村，而中国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实质上存在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因此，要保护和建设郊区生态环境，
长期而言，必须消灭城市与农村利益的相互封闭、对立，从而消除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存在的二元结构。当前则应当
以城市区域经济圈作为城市的边界，在城市区域经济圈实现市区与郊区法律性质和适用法律一致。还要加强城市
环境功能区划，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等。
关键词：城市区域经济圈；郊区；城市；二元结构；环境功能分区规划

郊区是地理位置毗邻城市市区的区域，它被纳

方式取得环境评价，其在郊区常常采取粗放式生产，

入到城市经济系统中，参与城市经济的分工与合作，

烟尘、污水、废气等直接排放，严重地破坏了郊区的

能享受到城市中心的信息、资源、金融等服务所产生

生态环境。

的交易便捷、交易机会，又能享受到低于城市经济成

第二，郊区是城市垃圾、污水倾倒场和处理场。

本的低成本，是城市区域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中心地位，而且人口密度大，

但郊区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其原因有经济的，更有

产生大量的生活、生产垃圾，污水等废弃物。仅仅是

法律的。本文拟从法律视角探讨郊区生态环境建设

城市生活垃圾，就有资料显示，中国城市人均年产垃

与保护。

圾达４４０千克，２０００年生活垃圾总量达１。５亿吨，

１郊区的生态环境现状

而且每年还以８％至１０％的速度增长。少数城市如
北京，垃圾增长率达１５％一２０％。目前中国历年垃

郊区在地理位置、区域经济中处于特殊的地位，

圾存量已高达６０亿吨。这些城市垃圾大多流向郊

决定了其生态环境不同于城市，也不同于城市区域

区，通过填埋、露天堆放等方式消纳，严重地破坏、污

经济圈外的农村。在经济利益驱动和法律制度不足

染了郊区生态环境，“全国６００个城市中，已有２００

的背景下，它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的环境负面效
应的直接承载者，其生态环境问题呈现下列特点：

第一，郊区是城市高污染产业集中场。由于城
市区域经济发展分工中，城市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
位，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基于自身利益，城市
严格控制污染性产业在城市中生存，甚至原来存在
于城市中的污染性产业，也被要求搬迁。于是一些

对环境破坏力强、污染严重的产业被逐出城市，而集
中到了郊区，形成了大量的如制革、化工、电子、食品
加工，甚至造纸、钢铁等产业。这些产业布局时没有
经过规划，没有严格遵守三同时原则，没有或以非法

个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城市污水在城市中通
过特殊管道输送到农村后，就被直接排入到河流等
水域，甚至田地中。

第三，在郊区，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郊区产业城
市化、以原生态系统毁坏为代价的郊区景观人造化
普遍存在。郊区居住的人口主要是农村户籍。但
是，经济上这些人所从事产业与城市经济紧密相联，
成为城市经济分工中的一分子，其产业有相当高的
城市化特点，即使从事农业，也多是为城市日常生活
提供蔬菜、水果、水产品等生活必需品。这里还有大

量的非农业产业，如加工业、修理业、农家乐等产业，
实质是商业产业，甚至有大量的工业产业。因此，郊
区产业出现高度城市化。与此同时，郊区生活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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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人造化，包括房屋、道路、其他景观等都改变原
生态系统，出现郊区建设城市化。而这种城市化是
以破坏原生态为代价，因为在城市中通过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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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保护生态环境，或者通过城市绿化、环境再造等

境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仍然体现了城市与农村二元

方式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或建立新的生态系统。

结构，以城市为中心。如１９９６年修订的《水污染防

而郊区却缺乏类似的保护与建设。

治法》重点加强了对城市污水的处理和对饮用水源

２郊区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法律原因

的保护。有关环境噪声标准几乎都是为城市制定
的。

郊区位于城市区域经济圈中，既能享受到城市

第三，绿化制度的二元结构。绿化是通过人的

的信息、交易机会、金融等各项便捷的服务，又能够

有意识的行为，促使受到破坏的自然环境得以恢复，

享受到郊区经济活动的低成本。其原因主要是郊区

或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的行为，主要是通过种植树

的法律性质是农村，与城市区域经济圈中的法律城

木、花草等。中国关于绿化的法律法规基本只是针

市相对应，而中国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呈现城市与农

对城市的，如《城市规划法》有相关规定，１９９２年国

村二元化，并以保护城市为重心，即法律制度一部份

务院颁布的《城市绿化条例》，适用于在城市规划区

仅能适用于农村，一部份仅能适用于城市。具体体

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

现在土地制度、污染防治制度、绿化制度等方面：

护和管理。２００１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城市绿

第一，土地制度的二元结构。从地理学来说，城

化建设的通知》，建设部２００６年１月６日《关于开展

市就是一定的地域，必然与土地附着在一起，城市经

创建国家园林县城活动的通知》等等。而关于农村

济发展必须要有土地。中国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属于

绿化的规章主要有《关于进一步推进荒山荒地造林

国有，而农村包括郊区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在

绿化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造林绿

建设用地上，《土地管理法》第４３条规定：“任何单

化工作的通知》等。显然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农村绿

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

化法律法规。

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

第四，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一国或一地区产

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

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在城市区域经济圈，城市对产

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

业政策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作为农村的郊区

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在城市建

基本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决定权。城市利用自己的

设，只能使用国有土地，严格采取拍卖、招标、挂牌出

主导权，将不利于城市的产业布局到郊区，甚至将原

让的方式，并且在国有土地上建设，也有非常严格的

来在城市的产业也排挤到郊区。

条件和程序。而在农村取得土地使用权和建设一般

第五，环境行政执法的二元结构。中国法律制

采取审批方式，也不需要严格的程序。相对城市而

度中环境行政体制与执法模式并没有城市与农村的

言，郊区取得土地使用权和建设建筑物更加容易，成

区别，但在实际执法中却有不同的模式。城市中执

本也更低。因此，实践中郊区大量的非乡镇企业性

法部门除环境行政部门外，还有卫生部门、市政管理

质的经济实体，正是通过下列方式在郊区取得土地

部门、交通部门等，并且环境行政执法的重点在城

使用权、进行建设，并以此组织生产、经营：（１）与郊

市，如《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制

区集体经济组织联营、入股，这是《土地管理法》第

度，《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

６０条规定的方式；（２）名为联营、人股，实为租赁，即

点城市制度，《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确定的重

以联营、人股名义取得土地使用权，由该经济实体单

点控制原则，《噪声污染防治法》的重点监控区域制

方面建设、经营，郊区集体经济组织仅收取固定的

度等都适用于城市。城市的监控机制也是长效性、

“利润”，实为租金。这是滥用《土地管理法》第６０

主动、全过程的管理制度，即“从产生到最终处置”

条之规定；（３）直接租赁，即郊区集体经济组织以兴

的全过程或“从摇篮（产生）到坟墓（处置）”的全过

办企业或农民以建设住宅为由，申请并取得土地使

程。而农村的环境行政执法基本仅由环境行政部门

用权后，建设相应的工厂或住宅，然后将工厂或住宅

实施，并且没有Ｅｌ常性的监控制度和措施，基本采取

出租给该经济实体使用。这是滥用《土地管理法》

“末端治理”模式，即发生了环境污染事件后，环境

第４３条之规定。

行政部门才会对有关事件进行处罚。由于城市人口

第二，环境污染防治制度的二元结构。中国环

相对集中，城市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强，公众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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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高度关注作为巨大的外在推动力，促使行政部

调，因此，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规划也相应地不

门必须加强执法；而农村人口相对较分散，公众对环

断扩大，以始终保持法律城市与经济城市的统一。

境的关注度相对较弱，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因此，将郊区纳入到城市中，与城市市区适用相同的

护之间，农村公众更愿意选择前者。行政部门执法

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可以消解城市区域经济圈中的

的外在推力较弱，因此，环境执法力度较弱。

市区与郊区适用不同法律的不和谐。

３郊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法律制度的完
盖
目

第二，城市规划中的环境功能分区规划。《城

市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等有关城市规划
的法律法规都规定城市规划应当依据当地的自然环

要加强对郊区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就必须

境、资源条件等，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也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从长远而言，中国郊区生态环

规定城市总体规划、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心城区规

境严重恶化是因为历史上形成的城市与农村利益的

划、城市分区规划应当划定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

二元结构。１９５８年１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和已建区，并制定空间管制措施等。但法律并没有

口管理条例》，将中国公民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

明确这些划区的标准必须是生态环境保护。实践

农业人口”。市民利益与农民利益形成封闭体系，

中，城市规划也很少是基于环境功能而分区规划。

彼此不能逾越。体现在环境资源法律制度上，就是

笔者认为，应当加强城市规划中生态环境因素的权

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二元化。而城市化作为经济行

重，并应当建立和实行环境功能分区规划制度，即城

为，打破了两个封闭的利益结构体系，主要表现为城

市各种规划中，必须将经济与环境建设与保护放在

市经济以其自发的张力将其力量扩张到郊区，并将

同等重要的位置，不同的区划确立不同的环境功能，

郊区纳入到城市区域经济圈中，实现了经济的一体

基于不同的环境功能而确立不同的产业布局，以实

化，但郊区在法律上是农村，城市市民与郊区农民之

现环境保护。当然，城市规划中环境功能分区规划

间利益仍然相互封闭，并处于对立状态。因此，建设

发挥保护郊区生态环境的效用，是以城市与城市区

和保护郊区生态环境，就必须打破城市市民与郊区

域经济圈范围一致性作为前提。

农村的利益封闭和对立，实现利益的同化，比如郊区

第三，建立环境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郊区与

农民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就业

市区实现法律一体化后，同样存在行政执法能否一

机会、公共服务等，而市民也可以享受到农民的一些

体化的问题。由于郊区相对于市区人口较少、公众

权利，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宅基地权等。只有实

环境保护的自觉意识较淡，因此，很难形成对环境执

现了市民与农民利益的同一化，才能消除环境资源

法的外在压力，没有外部的压力，环境执法要与市区

法律制度实质存在的二元化。这需要长时间的经

相同就完全依赖于环境执法部门的自觉性，这实质

济、社会发展才能实现。

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建立一种环境公益诉讼

但当前郊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不能因此就

制度，即任何公众都可以基于生态环境公益而起诉

裹足不前，而应当在环境资源法律制度二元化的基

环境污染者或破坏者，以及怠于环境执法的部门，从

础上，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完善下列法律制度，努力

而形成对环境执法的外在压力。

促进当前郊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这是目前应当
做到的：
第一，以城市经济圈作为城市界限。《城市规
划法》规定城市规划应当立足城市经济发展，在城
市规划中就应当将城市区域经济圈作为城市规划的
标准，将整个城市经济圈都纳入到城市中，形成法律
城市与经济城市的统一，城市经济圈即是法律意义
上的城市。由于城市规划法规定城市总体规划保持
２０年，但城市规划法同时也规定了可以随时作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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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ｒｅｂｙ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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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ｔ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ｕｂｕｒｂ；ｄｕ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