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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二元环评立法对京津冀环境治理的启示
王者洁
( 天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ꎬ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摘

要: 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区域环境差异与独立的背景下殊难发挥预防作用与指引功能ꎬ相互迥异的

地方环境标准、缺乏协调机制的环评合作方式已成为推进环境治理一体化的阻却因素ꎮ 当下亟待借鉴欧盟环境影
响评价立法模式:即“ 欧盟———成员国” 二元架构ꎬ将环境影响评价的落实依托于区域联合立法路径之上ꎬ以« 环境
影响评价法» 为总纲ꎬ创制京津冀« 区域联合环评规章» 并辅之以针对特殊事项的相关配套立法ꎬ以协调地方环评法
规制定与实施的区域适用ꎬ实现京津冀环境治理一体化ꎮ
关键词: 欧盟环评立法ꎻ环境治理ꎻ区域立法ꎻ京津冀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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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框架公约» 规定可将气候变化考虑至环境影响

前言

评估范畴、１９８７ 年« 我们共同的未来» 强调拟建设项

区域协同发展是探索地区优势布局形态、构建

目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时必须付诸环境影响评

区域互利共赢的科学发展机制ꎬ区域环境治理是区

价并强制施行公众审查程序等ꎻ既包含欧盟基础条

域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同发展的基石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 京津冀协同

约又包含具有执行性的欧盟立法ꎬ如 １９８７ 年« 单一
欧洲法案» 系统全面确立欧洲发展政策并将环境问

发展纲要» 指出ꎬ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作为重大国家

题纳入欧盟基础条约、１９９９ 年« 阿姆斯特丹条约» 强

战略要在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ꎮ

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１１ / ９２ / ＥＵ、Ｄｉ￣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顶层设计的基本完成ꎬ京津冀
一体化现进入实质提速阶段ꎬ作为其中重要议题的
环境治理一体化亟待从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视角予以
①

关注ꎮ 环境影响评价 作为分析预测人为活动造成
环境质量变化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ꎬ乃是从源头
消除公众行为引发的区域环境风险的制度设计ꎬ其

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１ / ４２ / ＥＣ 对欧盟成员国项目环评、战略环
评之规定等ꎮ 此外ꎬ尚有环境标准在环评技术政策
上的规定以及各成员国在环评指令下的国内立法ꎬ
如 １９９０ 年德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 、２００８ 年英国« 城
乡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英格兰) » 等ꎮ

据此ꎬ欧盟环评法律体系囊括欧盟签署或参加

地位重要性可见一斑ꎮ 当下ꎬ“ 欧盟———成员国” 二

的国际环境条约中环评内容、欧盟机构制定的环评

层次环境影响评价立法ꎬ因其全面与高效使之在环

指令以及以成员国国内立法为核心的环境影响评价

境治理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ꎬ亦为国际环评立法研

立法ꎬ呈现“ 欧盟—成员国” 二元环评法律架构ꎮ 其

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窗口和分析路径ꎮ

多层次、体系化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格局为成员国

２

环评规范的健全、环境影响评价效率的提升、环评方

２.１

欧盟环评立法的主要特征

式与环境标准界定的统一、跨界环境合作行动的协

立法体系囊括综合立法与配套立法

调奠定了实践基础ꎮ

欧盟环境影响评价法律体系既包含具有法律强

２.２

制力的国际公约ꎬ亦包含国际宣言及其他国际法律
文件ꎬ如 １９９２ 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 规定缔约国应

对项目对环境多样性影响予以评估、１９９２年« 气候

①

立法形式兼备一致性与灵活性
欧盟环评指令是成员国环评操作的基本框架和
环境影响评价定义有多种ꎬ其中最广义的定义为:“ 识别和预测

对环境和人类的健康影响ꎬ以及立法提案、政策、规划、项目以及执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王者洁ꎬ副教授ꎬ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６６６６＠ １２６.ｃｏｍ

程序所带来的社会福利ꎬ并且就有关影响的信息进行说明与交流ꎮ”
参见:( 英) 约翰克拉森等著.« 环境影响评价导论» [ Ｍ] .鞠美庭等
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７(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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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行为准则ꎬ其通过规范性、强制性色彩的法律制度将

定反应生态系统变化的指标与治理方式ꎬ以衡量该

区域环评一体化之目标、原则、标准、程序和权利义

区域生态系统运行规律和动态变化ꎮ 显然ꎬ全面稳

务以指令形式固定ꎬ使区域环评制度走向正规化、制

定的区域法律体系为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依

度化与长期化ꎮ 环评指令亦具有强制效力ꎬ若成员

据ꎮ

国违反指令或不履行规定义务ꎬ作为超国家性质的

在区域环境发展的客观需求下ꎬ京津冀环境治

欧盟委 员 会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将 履 行 监 督 职

理应摒弃先前合作弊端ꎬ寻求全面稳定的区域立法

责ꎬ通过调查、发表意见、起诉等方式保障欧盟共同

途径ꎮ 借鉴欧盟法制协调经验ꎬ京津冀环评立法主

条约与所颁布法律得以有效实施ꎮ

体选择行政机关而非权力机关ꎬ盖因前者以执行法

尽管指令所规定的应达到何种结果的要求对成

律规范为基本职能ꎬ而区域环评立法之基本内容系

员国具有普遍约束力ꎬ但其在执行中亦具有足够的

在« 环境影响评价法» 下细化或创设执行规范ꎬ较后

灵活性ꎮ 考虑到应因地制宜的解决各区际特殊环评

者而言更吻合其职能要素ꎻ以区域行政为视角而非

事项ꎬ指令赋予成员国实施环评所涉及“ 范围和方

以地方行政为视角ꎬ亦因前者可以整体角度考察规

法” 的自由ꎬ要求成员国根据本国实际需求和承受

划和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之全貌ꎬ而后者常因地方

程度颁行专门立法ꎬ满足各不同成员国制度与环境

环境利益或价值观冲突导致决策客观性存疑ꎻ以立

②

的安排和需要ꎮ 此种措施使环评指令在“ 法规一致

法形式构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ꎬ较之于政府间宣言、

性” 下进而满足“ 实施一致性” ꎬ令环境背景与经济

协议而言ꎬ区域立法兼备稳定性与强制性ꎬ更易在高

水平各异的成员国在环境影响评价领域步调统一ꎮ

层次上协调政府环评协作机制ꎻ采取区域统筹立法ꎬ

２.３

立法取向兼顾环境保护与成员国利益协调

由区域法制协调营造环境影响评价体系ꎬ乃因由国

欧盟 ＥＩＡ 指令与 ＳＥＡ 指令均规定成员国针对

家层面根据各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分别制定区域环评

跨域影响评估采取以磋商为主的协商手段ꎬ内容包

法律的立法成本较高ꎬ而区域法制协调问题最终尚

含因项目运行而对该区域可能发生或恶化的环境问

需地方政府共同协作ꎮ③

题商讨及采取应对措施ꎬ并规定成员国磋商程序以

３.２

及建立磋商协同机构之要求ꎬ以待形成共识、建立规

京津冀环评立法应凸显区域环境多样性与差

异性

则、采取行动ꎮ 以国家为主体承担磋商活动ꎬ既是解

区域环境系由生态区域、经济区域与社会区域

决国际环境问题、调整国家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ꎬ亦

共同镶嵌而成的区域实体ꎬ各个区域处在不同的时

能产生符合本国利益且被成员国所接受的环境影响

间与空间ꎬ且有其自身的演化发展特点ꎮ 尽管目前

评价方案ꎬ故指令可敦促成员国在遵循客观性基础

环境影响评价主体、对象和法律责任已由立法统筹

上寻求一种胜过各国分歧的环境共同利益ꎮ

界定ꎬ虑及各地资源状况、经济水平和环境规范标准

３

的参差不齐ꎬ国家层面的环评立法处理各地实际差

欧盟环评立法对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

启示

３.１

异难谓周全ꎮ
区域环境法治之精髓在于重视环境问题的差异

京津冀环境治理应寻求全面稳定的区域立法

途径

性ꎬ欧盟在制定统一环境影响评价指令的基础上ꎬ指
导成员国根据本地环境的物质性、空间性适当细化

全面稳定的立法路径是京津冀环境发展趋势的

实施规范来落实指令目标要求的灵活立法体系ꎬ可

客观需求ꎬ唯有以立法形式确认治理范畴方能解决

为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区域层面的有效实施提

地方行政争议ꎮ 区域环境治理目标抑或环评制度目

供借鉴ꎮ 如环境影响评价标准应以符合区域环境需

标使环境行为与环境质量变得可以预测ꎬ并就此制

求为旨要ꎬ动态测评项目实施引起的区域生态环境

②

如 ２０１４ / ５２ / ＥＵ(６) 规定建立环评审批机关询问机制ꎬ且具体询问程序等详细安排由各成员国制定ꎻ公众参与程序中ꎬ公众宣传和公众咨询

③

借用新制度经济学观点ꎬ中央立法协调区域法制难以成功ꎬ一是在于中央政府鞭长莫及ꎬ无法处理经济区域各个地区多种利益矛盾ꎻ二是

的详细安排亦由成员国决定ꎮ

加快经济发展本质上属于地方政府中心任务ꎬ需利用地方立法权协调资源配置ꎮ 参见:王春业.« 区域行政立法模式研究———以区域经济一体
化为背景» [ Ｍ] .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９:６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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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ꎬ且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应与区域多样性相结合ꎮ

弥补现行环评立法适用僵硬之不足ꎮ 规章内容应秉

参照欧盟立法模式ꎬ京津冀区域环评治理应整合区

承平等协商、适度超前、科学立法、因地制宜的原则ꎬ

域环境要素特征ꎬ将环境影响因子共性与个性相结

立法内容包括:一是对« 环境影响评价法» 规定下京

合ꎬ充分考虑规划或建设项目对区域环境要素影响

津冀地区环评因地制宜的细化适用ꎬ如公共联合参

的不同程度ꎬ寻求适合区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特色

与、区域环境损益补偿标准的确立ꎻ二是根据京津冀

方案ꎮ

区域特征在缺乏法律规定下的创设性立法ꎬ如替代

３.３

性方案引入问题ꎮ 以下分而述之ꎮ

京津冀环评实施应以制定« 京津冀区域联合环

评规章» 为依据

第一ꎬ京津冀区域环评执行性立法内容ꎮ 此类

良法的构建应以完善的实践基础为先要ꎬ鉴于

立法旨在对« 环境影响评价法» 重点内容的执行细

中国区域战略合作框架搭建已有先例ꎬ借鉴« 东北

化ꎬ系在不违背上位法情形下对区域环境下适用方

三省政府立法协作框架协议» 立法实践基础以及长

式的规范ꎮ 例如ꎬ作为增强环评决策民主正当性与

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行政合作基础ꎬ可尝试由

保护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双重程序属性ꎬ« 京津

京津冀政府牵头建立区域环评立法机构ꎬ根据法定

冀区域联合环评规章» 可参照欧盟指令明确公众参

程序共同制定可在该区域内统一适用的环境影响评

与范围系以地域为基准ꎬ以利益相关为补充的区域

价区域联合规章ꎬ在« 环境影响评价法» 基础上协调

民意代表、团体或居民 ⑤ ꎬ建立京津冀环境项目咨询

地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区际适用 ④ ꎮ

联合公开制度ꎬ对可能造成区域环境影响的项目应

区域联合立法是尊重各行政单位自主参与、平

以非技术方式简明建设单位与行政主管部门的公开

等协商以解决区域内事项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

文本并延长公开日期ꎬ完善具有强弱梯度的跨域公

重要途径ꎬ其法律位阶应处于法律与地方性法规之

众参与渠道ꎮ 再如ꎬ落实项目施行或规划编制部门

间ꎬ适用上借鉴欧盟环评指令直接适用与优先使用

与审批部门双重跟踪监测制度 ⑥ ꎬ对京津冀地区规

模式ꎬ对于区域省市尚无规定之事项与程序ꎬ联合规

划与建设项目实施情况施行定期回顾ꎬ规范审批部

章可直接适用ꎻ对与地方法规相冲突事项ꎬ鉴于联合

门跟踪监测内容ꎬ深化跟踪监测信息反馈与效果检

规章以各省市相互承担义务为前提ꎬ则可优先适用ꎮ

测ꎮ

据此ꎬ形成以« 环境影响评价法» 为总纲ꎬ环评联合

第二ꎬ京津冀区域环评创设性立法内容ꎮ 此类

立法机构针对区域特色创制« 京津冀区域联合环评

立法是在上位法尚无规定或规定不明的情形下对京

规章» 作为各区域环评实施依据ꎬ同时允许联合立

津冀地区共同事项先行订立规则ꎬ系行使先行立法

法机构和地方立法部门针对各地特殊事项制定配套

权调整区域环评发展中超前性、创制性内容ꎮ 以环

立法的三级环评法律体系ꎮ

评“ 一票否决” 制为例ꎬ未经环评审批或审批不过关

４

者不得组织实施或开工建设ꎬ其法理系强调环境价

４.１

京津冀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立法框架设计

值优先于经济法益ꎮ 当然ꎬ环境影响评价目的并非

« 京津冀区域联合环评规章» 的建构

在于否定个案项目规划或开发ꎬ而在于尽早获取开

在法制统一的前提下ꎬ建议由京津冀政府协商

发信息以评估其对环境的损害影响并选取最优方

或国务院授权京津冀内部组成行政立法机构共同制

案ꎮ 为避免“ 一票否决” 导致编制机构拟制环评报

定适用于该区域的« 京津冀区域联合环评规章» ꎬ以

告将重心放诸如何通过评审ꎬ可参照 ＳＥＡ 指令或台

④

虽然« 宪法» 和« 立法法» 并未承认区域行政立法机构的立法权ꎬ区域行政立法机构未获取合法的立法地位ꎬ故我国操作上往往以联合协议

的形式布置区域立法框架ꎮ 但前文已述ꎬ以协议形式制定章程固有缺陷ꎬ欲构建稳定区域立法模式ꎬ唯有修改法规ꎬ完善其立法主体、立法权
限、效力等级上的缺失ꎮ 具体理论参见:王贵国.« 区域安排法律问题研究» [ 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ꎮ
⑤

« 环境影响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第 １５ 条第 ２ 款规定:“ 被征求意见的公众必须包括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代表” ꎬ完善了

公众参与的范围ꎮ 然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发生在大连市的民众抗议对二甲苯( 化工业简写 ＰＸ) 化学污染工程项目的公民抗议运动ꎬ即涉及未
批先建ꎬ亦未经环评程序和公众参与程序ꎬ为程序正义的构建敲响警钟ꎮ
⑥

« 环评法» 对建设项目跟踪审查机制体现于第 ２７、２８ 条建设单位后评价制度以及主管部门跟踪检查制度ꎮ «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第 ２４

－３０ 条专章规定规划编制机关跟踪评价制度ꎬ并将公众参与程序纳入其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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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 环境影响评估法» ⑦ 之规定ꎬ在« 京津冀区域联合

预防缺失的配套立法ꎮ 再如ꎬ针对不符合要求的项

环评规章» 中加入替代性方案选择程序ꎬ即通过另

目申请主体通过肢解送审降低环评审批管理级别的

外提出替代方案以获得二次程序机会ꎬ为“ 一票否

现状ꎬ可制定地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

决” 的刚性制度实施提供更大的灵活性ꎮ

细则ꎬ⑧ 在地方环保局审批权限范围内进一步细化

４.２

京津冀环评特别事项配套立法

和强化环境影响评价的区隔等级ꎬ加强对环境产生

单一的立法难以支撑区域环评的合法、有效及

重大影响的环评程序规范并减缓环评报告登记表审

理性ꎬ作为一种权衡经济与环境利益的机制架构ꎬ环

批程序ꎬ使评价监管重心集中于环境敏感区等影响

境影响评价亟需配套程序设计和技术设计ꎮ 特别事

较深之项目ꎬ并引入实质判别标准衡量建设项目划

项的立法ꎬ主要体现在京津冀地区联合立法机构对

分类别ꎮ
综上ꎬ借鉴欧盟立法经验以及中国区域实践经

专项共同事由的联合立法与京津冀地方行政机关基
于本省、市情形而进行的立法ꎮ

验ꎬ可以构建一种新型区域环评立法模式:即在法治

第一ꎬ京津冀区域联合立法机构补充立法ꎮ 此

统一的前提下ꎬ经授权由京津冀三地在协商自愿一

类立法内容涉及环境专项领域ꎬ当由京津冀相关负

致的基础上组成环评立法机构ꎬ共同制定适用于该

责部门联合制定ꎬ构成对京津冀区域环评法律体系

区域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体系ꎬ在« 环境影响评价

的补充ꎮ 例如ꎬ对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编制范畴的

法» 基础上协调地方环评制定与监督的区域适用ꎮ

规定ꎬ现阶段审批程序系建设单位将依法定格局编

从区域资源禀赋优势出发ꎬ根据地理环境、经济条件

制的环评大纲报有审批权的环保部门审查ꎬ审查批

与区位优势设计环评法律机制ꎬ不失为当下从预防

准后的评价大纲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和收费依

角度实现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目标、构建区域互利

据ꎬ但对于编制大纲细目确定方式暂为空白ꎬ可由京

共赢的科学发展机制ꎬ探索生态环境文明建设的有

津冀联合立法机关协同区域内环评审批机构共同研

效路径ꎮ

讨制定ꎮ 再如ꎬ伴随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发展ꎬ环评报
告内容除生态环境评价外ꎬ可增设社会环境评价ꎬ如
项目产生的就业、社会福利等ꎬ如何扩展及适用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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