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２

第 １７ 卷
２０１７ 年

第２期

中

４月

国

发

Ｖｏｌ.１７

展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ｐｒ.

Ｎｏ.２

２０１７

环保法在保护治理
高原湖泊中存在的立法缺陷及完善的思考
———以云南大理洱海的保护治理为视角
罗金洪
( 西南大学法学院ꎬ重庆北碚 ４００７１６)
摘

要: 环境保护法的实施ꎬ在保护治理高原湖泊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但也暴露出一些立法缺陷ꎬ亟需在

以后的立法工作中加以完善ꎮ
关键词: 高原湖泊治理ꎻ立法缺陷ꎻ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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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有 ９ 大高原湖泊ꎬ多年来ꎬ云南各级党委、

环境生态质量ꎬ是地方各级政府的首要责任ꎮ 为贯

年 １２ 月国家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后ꎬ各地依照环境

州人民政府出台了相关规定ꎬ一是实行州、县( 市) 、

政府十分重视对高原湖泊的保护治理ꎬ尤其是 １９８９

彻落实“ 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负责制” ꎬ大理白族自治

保护法的规定ꎬ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实施湖泊保护条

乡镇、村党政领导班子层层负责制以及政府职能部

例ꎬ基本上做到了“ 一湖一条例” ꎬ如« 大理州洱海保

门责任制ꎬ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ꎬ对洱海保护治理做

南“ 依法治湖” 战略的实施ꎬ有效保护了云南的 ９ 大

用) ꎬ对洱海保护治理做得不好的就 “ 罚票子” ( 重

护条例» ꎮ 为全国“ 依法治湖” 积累了有效经验ꎮ 云

得好 的 就 给 “ 票 子” ( 重 奖) 和 给 “ 帽 子” ( 提 拔 重

高原湖泊ꎮ

罚) 和“ 摘帽子” ( 免职或降职) ꎮ 二是变过去的“ 大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ꎬ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施行的« 环境保护

招商” 为现在的“ 大选商” ꎬ只要是有可能对环境造

成破坏ꎬ对洱海可能造成污染的项目ꎬ不管前景有多

法» ꎬ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听取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好ꎬ效益有多可观ꎬ一律拒之门外ꎬ不以引进ꎻ三是加

建议ꎬ很好地总结了自 １９８９ 年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

大对环境保护治理的财政投入ꎮ 以前ꎬ不少政府官

遇到的各种问题ꎬ可以说ꎬ重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是

员错误地认为ꎬ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投入是见效较

一部相对完善的环境保护法ꎮ 其实施近 ２ 年来ꎬ在

慢的投资ꎬ错误地认为ꎬ环境保护方面诸如地下排污

露出一些立法缺陷ꎬ亟需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加以

程” ꎬ不愿意在这些方面搞财政投入ꎮ 树立地方政

云南高原湖泊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但也暴
修改完善ꎮ

１

新环境保护法在保护治理高原湖泊中实

施的基本情况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近 ２ 年来ꎬ涉及高原湖泊保

护治理的地方党委、政府能很好地贯彻落实环境保

管道等等的财政投资都 是 上 级 看 不 到 的 “ 里 子 工
府环境保护责任制之后ꎬ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治理
方面的财政投入比较大ꎬ如洱海保护治理的“ ２３３３”

工程实施方案明确规定ꎬ每一年对洱海的保护治理
财政投入 ２ 个亿ꎮ

１.２

开展环境保护宣传ꎬ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

新« 环境保护法» 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做好生态

护法ꎬ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普及是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职

１.１

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负责制的理念得以树立

责ꎮ 第九条第二款规定:“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

新« 环境保护法» 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保护本地

将环境保护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ꎬ培养学生的环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０１
作者简介:罗金洪ꎬ硕士研究生ꎬ中国致公党大理州委员会专职
副主委ꎬ主要从事民法等方面的研究ꎮ

境保护意识” ꎮ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在洱海的保护治理过程

中ꎬ扎实开展环境保护宣传ꎬ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风
气ꎮ 一是制作洱海保护治理的宣传歌曲« 洱海情»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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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宣传歌曲« 洱海情» 将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如何保

物的ꎬ经环保部门查证后移送公安机关ꎬ对违法人员

护洱海写成歌词ꎬ谱上优美的曲ꎬ制作成 ＫＴＶ 在大

可以进行行政拘留ꎮ

视台播放ꎮ « 洱海情» 由于歌词朗朗上口ꎬ曲也谱得

利用地渗等方式ꎬ将经营客栈产生的污水和污染物

大理市民都会唱这首歌曲ꎬ为洱海的保护治理营造

送大理市公安局ꎬ对违法人员张某处以 ７ 日行政拘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位于洱海边的某客栈业主张某ꎬ

理市各辆公交车上播放ꎬ在大理州电视台、大理市电
比较优美ꎬ加之宣传播放的范围比较广泛ꎬ现在不少
了良好氛围ꎻ二是编制本土环境保护的中小学教材ꎮ

直接排入洱海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经环保部门查证后移
留的处罚ꎮ 该案在当地影响较大ꎬ使不少干部群众

将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编入教材ꎬ真正做到环境保

受到教育ꎮ

护从小抓起、从小做起ꎮ

２

１.３

新闻媒体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新« 环境保护法» 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对破坏环

中反映出的不足之处
经过 ２ 年多的实施ꎬ被誉为“ 史上最严环保法”

境生态的违法行为舆论监督是各类新闻媒体义不容
辞的责任ꎮ

新环境保护法在保护治理高原湖泊过程

的新环境保护法ꎬ在保护治理高原湖泊过程中发挥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为落实新闻媒体对洱海

了重要作用ꎬ最为明显的是它让环境保护执法人员

环境保护治理的舆论监督权ꎬ分别在当地的主流媒

将以前“ 无法可依” 而逍遥法外的违法人员因为“ 有

体« 大理日报» 、« 大理时讯» 、大理州电视台的« 大理

法可依” 而绳之以法ꎮ 但同时ꎬ新环境保护法在保

台” 栏目ꎬ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ꎬ破坏洱海生

２.１

新闻» 、大理市电视台的 « 大理市新闻» 开设 “ 曝光
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曝光ꎬ以教育人民群众引以为戒ꎮ
１.４

护治理高原湖泊的实施过程中也反映出不足之处ꎮ
企业配合环保执法检查的意识不强
新« 环境保护法» 第二十四条赋予了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原则落实较好

执法部门现场检查权ꎬ同时规定了被检查单位有如

新« 环境保护法» 第五条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

实反映情况和提供必要资料的义务ꎮ

人人参与的原则ꎮ

但现实的执法环境是ꎬ多数排污企业总是以种

在洱海的保护治理过程中ꎬ当地政府能较好地

种理由不让执法人员检查ꎬ即使接受环保检查也是

落实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原则ꎬ一是洱海源头和洱

拒绝提供必要资料ꎬ甚至伪造必要资料ꎬ更有甚者ꎬ

海周边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都较好落实清洁水源、

有的企业负责人看到环保执法人员来执法检查就纠

清洁田园、清洁家园的“ 三清洁制度” ꎮ 定期不定期

结单位保安队ꎬ企业员工围攻执法人员ꎬ给环保执法

地组织干部职工对洱海周边村庄、道路、沟渠的环境

的调查取证以及随后的处罚带来很大的困难ꎮ

卫生进行大扫除ꎬ从源头上保护治理洱海ꎻ二是开展

２.２

“ 爱我大理 保护洱海” 志愿者服务活动ꎮ 为进一步

政府向人大作“ 环境报告” 的理念还未树立
新« 环境保护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 县级以上

深化和提高广大市民对保护洱海“ 母亲湖” 行动的

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

认识ꎬ用保护“ 母亲湖” 的实际行动引领青少年生态

委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ꎬ对发

建设活动ꎬ有效增强环保意识ꎬ全面加强洱海保护治

生的重大环境事件应当及时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

理工作ꎬ在全市人民群众中营造人人都来关心洱海、

告ꎬ依法接受监督” ꎮ

人人都来保护洱海的良好氛围ꎬ共青团大理市委、大

虽然法律规定了政府向人大作“ 环境报告” ꎬ但

理市妇联、大理市洱海保护管理局联合开展了“ 爱

是政府的作报告理念还未树立ꎮ 政府只是在« 政府

我大理 保护洱海” 志愿者服务活动ꎬ以此吸引广大

工作报告» 中以“ 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ꎬ美丽乡村

人民群众参与环境保护ꎮ

建设稳步推进” 的描述简要带过ꎮ

１.５

２.３

“ 环保行政拘留” 的法律规定开始执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被称为“ 史上最严环保法” 的

环保信息公开不够
新« 环境保护法» 第五十三条规定:“ 各级人民

新« 环境保护法» 正式开始施行ꎮ 何为最严? 其中

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ꎬ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ꎬ为

之一就是在该法中明确规定了 “ 环保行政拘留” 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工作提

该法第六十三条规定ꎬ对通过地渗等行为排放污染

供便利” ꎮ 第五十五条规定:“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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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

国战略的不断向前推进ꎬ今后中国各行各业的各项

浓度和总量ꎬ超标排放情况ꎬ以及防治污染设施建设

工作都将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ꎬ拥有一部完善的环

和运行情况ꎬ接受社会监督” ꎮ

境保护法ꎬ对于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

法律实施的情况是ꎬ政府部门对环保信息要么

以及环境保护的执法工作都是十分有利的ꎮ 笔者认

不公开ꎬ要么公开的信息专业术语性比较强ꎬ普通人

为ꎬ今后环境保护法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修改完善:

民群众根本就看不懂ꎬ因为看不懂ꎬ所以给参与环保

３.１

监督工作带来不便ꎻ重点排污单位根本就不向社会

政拘留”

公布排污信息ꎮ

２.４

将严重抗拒环保执法检查的行为纳入“ 环保行
环境执法人员依照现行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

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缺乏科学性

的规定ꎬ到企事业单位进行环保执法检查ꎬ受检查单

新« 环境保护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 对污染环

位不予配合ꎬ伪造必要材料情节严重ꎬ甚至围攻执法

境ꎬ破坏生态ꎬ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ꎬ符合下列

人员的ꎬ应该纳入现行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 依
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ꎻ( 二)

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 ５ 年以上并且无违
法记录ꎮ”

云南是一个欠发达的边疆少数民族省份ꎬ经济
不发展ꎬ社会组织更是欠发展ꎬ就大理来说ꎬ根本就
没有上述法条规定的社会组织ꎮ 那么ꎬ没有符合条
件的社会组织ꎬ就不能进行环境公益诉讼吗? 我想
从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来说ꎬ新环境
保护法的上述规定已经在中国的云南大理显示出立
法的“ 不够接地气” ꎬ显示出立法的不科学ꎮ

２.５

“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仍然“ 无法可依”

云南 ９ 大高原湖泊的保护治理ꎬ虽然因为湖泊

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同而采取的保护治理措施不同ꎬ
但是有好多措施是具有相同点的ꎬ其中一项保护治
理措施就是不折不扣地推进“ 三退三还” 工作ꎮ 三
退就是退房、退田、退鱼塘ꎮ 三还就是还湖、还林、还
湿地ꎮ 另外还有一项保护治理措施就是在高原湖泊

的“ 环保行政拘留” 情形ꎬ为执法取证工作能顺利进
行创造良好执法环境ꎮ
３.２

政府向人大作“ 环境报告” 应该作限制性规定
为避免政府向人大作“ 环境报告” 在« 政府工作

报告» 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做法ꎬ今后在修改完
善环境保护法时ꎬ应该在环境保护法中作出限制性
规定ꎬ政府向人大作的“ 环境报告” 不能以« 政府工
作报告» 代替ꎬ而应该像作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地方财政预算报告一样ꎬ向人大作“ 环境报告” ꎮ

３.３

环境保护相关信息不公开应该作相应处罚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ꎮ 环境保护相关信息及时

公开ꎬ对于扩大公众对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知情权ꎬ
从而更好地参与环境保护ꎬ监督环境保护工作有着
积极意义ꎮ 因此ꎬ要在环境保护法中规定政府和企
事业单位公开环境保护信息的同时ꎬ规定对不公开
环境保护信息的作出相应的处罚ꎮ
３.４

科学规定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

所处的流域全面推广控氮、控磷的农作物种植ꎬ为保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ꎬ发展的

护治理高原湖泊而改变种植结构ꎬ不少农户因为种

不平衡、发展的差距较大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ꎮ

植业结构的改变ꎬ“ 三退” 工作的开展而减少了家庭

在立法考虑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时ꎬ谁有权利提

收入ꎬ这就需要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人民群众

起环境保护公益诉讼? 在诉讼主体的立法考虑方面

进行生态补偿ꎬ避免“ 三退” 工作的开展而使湖泊周

应该充分地考虑到中国的上述国情ꎮ
笔者认为ꎬ在今后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法时ꎬ除环

围人民群众的收入减少ꎬ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措施引
导人人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ꎮ

境保护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有权利提起环境保护公益

但令人遗憾的是ꎬ新环境保护法仍然没有对生

诉讼之外ꎬ应该将人民检察院的环境保护公益诉讼

态保护补偿机制进行立法规定ꎬ这是本次环境保护

权利纳入环境保护法规定ꎬ以体现出立法的科学性

法修订的一大遗憾ꎬ也因此而影响着新环境保护法

并符合中国国情ꎮ

在环境保护治理中作用的发挥ꎮ

３

对今后环境保护法修改完善的构想
保护环境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ꎮ 随着依法治

３.５

将“ 环境保护生态补偿机制” 纳入立法规定ꎬ让

环境保护生态补偿有法可依
环境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ꎬ关系到环境保护工作能否顺利向前推进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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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的和谐稳定ꎮ
笔者认为ꎬ在今后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法时ꎬ应该
在法律中作出明确规定ꎬ国家实施环境保护生态补
偿制度ꎬ生态补偿所需经费应该列入财政预算ꎬ由财
政划拨支付ꎮ
总之ꎬ新环保法实施以来ꎬ在云南高原湖泊的治
理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但也暴露出一些立法缺

[２]
[３]
[４]
[５]

陷ꎬ亟需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加以修改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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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奇志.州公安局对破坏洱海生态流域生态环境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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