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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银行环境审查义务的确立
常子轩何向亮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摘要银行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提供者，在对贷款进行监管的过程中有条件获悉
企业的环境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是否能在向企业提供贷款的过程中承担起一定的环境审查义
务，以减少甚至杜绝企业污染事故的发生呢？如果这样的环境审查义务可以确立，那么，如何适用这
一义务才能既达到避免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又不至于给银行造成过重的负担呢？对这些问题的
思考，即构成了写作本文的动因。
关键词环境；债权人责任

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飞速发展，工业污染已经

对确立银行环境审查义务的思考源于笔者对我

成为一个严重困扰着全人类的突出问题，我国作为

国现有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重新审视。举一例

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工业污染的

说明。假设有一大型化工厂向银行贷款１ ０００万元

状况也同样不容乐观。据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０年全

用于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化工厂无视有关污染物排

国工业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４１５亿吨，其中

放标准的规定任意排放大量工业废水，造成严重的

工业废水排放量为１９４亿吨；废水中化学需氧量

工业污染，给附近的居民造成了人身和财产损失。在

（ＣＯＤ）排放总量为１ ４４５万吨，其中工业废水中

这个案例中，化工厂是工业污染的直接制造者，按照

ＣＯＤ排放量为７０５万吨。全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

现有的法律规定，应由化工厂对居民的人身和财产

总量为１ ９９５万吨，其中工业来源的排放量达到

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如果向化工厂贷款的

６１２万吨；烟尘排放总量１ １６５万吨，其中工业烟

银行能够在发放贷款之初及贷款期间对该化工厂进

１

尘排放量达到９５３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达到ｌ

０９２

行必要的环境审查，也许化工厂就不会有违法排污

万吨０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８．２亿吨，排放量

的可乘之机，严重的污染后果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因

为３ １８６万吨①。通过这几个简单的数据可以看出，

此，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思考；银行作为企业生产经

在我国的各类环境污染中，工业污染带来的危害仍

营的资金提供者，在对贷款进行监管的过程中有条

是不可忽视的，这一严峻现实要求更多的主体积极

件获悉企业的环境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是否能

参与到防治工业污染的活动中来。

在向企业进行贷款的过程中承担起一定的环境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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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以减少甚至杜绝企业污染事故的发生呢？如

现在作出是否贷款决定之时，而没有贯彻到贷款的

果这样的环境审查义务可以确立，那么，如何适用这

全过程；银行在作出是否贷款的决定时只能被动依

一义务既能达到避免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又不至

赖环保部门的审查结果，而不具有主动审查的权限；

于给银行造成过重的负担呢？

在贷款发放后，银行对贷款进行监管的重点仍较多
地放在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没有很好地考虑环境状

一、确立银行环境审查义务的合理性思考
（一）银行环境审查义务的确立是环保基本国策

况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等。这些不足
之处说明，环境因素尚未成为我国银行制定信贷政

在信贷政策中的具体体现
从长远观点来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应

策时原则性的依据，信贷政策对环境保护要求的体

当是统一的。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１９８０年代

现仍是细枝末节、零散和不充分的，与环境保护国策

我国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状况，确立了环

的要求尚有一段距离。
银行环境审查义务的确立则是向信贷政策充分

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②。
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一经确立，必然要在国家

反映环保要求的方向迈出的大步。通过环境审查，银

各项具体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得到贯彻和落实。银行

行可以全面掌握企业遵守环境法规的情况及企业相

信贷作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融资手段在企业的生

关的环境状况，并据以决定是否予以贷款，或调整贷

产经营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企业又是污染

款政策，从而迫使企业遵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

的潜在制造者，因此信贷政策尤其应当充分地体现

求进行生产，减少甚至避免污染事故的发生。

出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要求，环境因素应当成为银
行制定信贷政策时重要的参考依据。另一方面，有

（二）银行环境审查义务的确立是完善我国环境
保护现状的迫切需要

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造成工业污染的企业主要集

经过２０余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

中在能源、化工、纺织、交通、造纸、冶金、建材等行

较完善的环境保护体系，但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工

业④，这些行业对资金的需求量普遍较高，因此银行

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贷款在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

首先，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仅限于新建项目，众

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信贷政策体现环境保

多的已建项目被排除在外。因此，针对已建项目在生

护国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产过程中造成大量污染的事实，如何对已建项目企

从我国目前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环境

业行为的环境影响进行有效的预测性评价，将是立

保护的基本要求已经在信贷政策中得到了一定程度

法上亟需填补的空白。另一方面，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的体现。如《贷款通则》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借款

在对新建项目进行评价时存在一定问题。如目前我

人的生产经营或投资项目未取得环保部门许可的，

国有资格从事评价工作的单位为数不多，且多是环

贷款人不得向其发放贷款；又如国务院１９９６年发

境科研机构，让这些科研机构在繁重的科研任务外

布的《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对不

从事大量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未免负担过重。此

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的建设项目……，有关银

外，根据现有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由行业主管部

行不予贷款。尽管如此，我国的信贷政策在环境保

门进行预审后，再由相应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

护方面仍暴露出不足，如环境保护的要求主要只体

此规定虽然大大减轻了环保部门的审批压力，但行

。在１９８３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代表国务院正式将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
策提出来。

＠参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试行）》，国家环保总局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９日颁布，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ｅｓ．ｏｒｇ／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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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护思想容易导致行业主管部门在对企业的环境

银行环境审查义务的确立可以较好地弥补上述

影响评价报告预审时敷衍了事或有意遮掩，从而影

环境保护现状的不足。只要企业向银行贷款，无论是

响评价的真实性和准确性④。

新建还是已建项目，银行均可对其进行环境方面的

其次，从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来看，我国的

审查。由银行进行环境审查，不仅可以分担环境影响

环境污染防治体系呈现出浓厚的行政主导色彩，特

评价单位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承担起微观的民

别体现在对环境监督权的规定上。我国的环境监督

事环境监督职能。此外，银行承担环境审查义务还是

管理权主要集中在各级环保行政部门以及相关的政

从对污染进行末端控制向全过程控制发展的重要举

府机构。这些主管部门不仅需要制定和掌握宏观的

措，当污染造成损害后，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也

环境保护方针、政策，同时还要对企业的微观行为进

会使受害者的利益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行全面监督和控制。由于监管对象众多，主管部门
的监督管理工作无法完全细化，导致许多企业的污

（三）银行环境审查义务的确立是银行降低自身
贷款风险的必然要求

染行为不能在开始就被及时发现和制止，直到已经

在银行面临的贷款风险中，由企业的环境问题

发生严重的污染后果时，方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

带来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环境风险主要表

此外，监督管理职权完全集中在环保等行政部门还

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容易导致监督工作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影响监管
的力度。

第一，企业环境状况的恶化可能直接导致其还
贷能力的降低，这一点在企业因污染致人损害而承

再次，尽管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了一切

担巨额赔偿责任时尤为突出。

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但对于工业污染

第二，企业环境状况的恶化很可能造成贷款抵

防治来说，实践中真正得以明确和具体化的义务只

押物或质押物价值的减少，从而实际损害到银行的

是企业应当按照环保法规的要求进行生产。当企业

利益。

违法生产造成污染后，受害者一般只能向污染企业

第三，当企业无力承担巨额环境损害赔偿金而

进行追偿。这种令污染企业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规

进行破产清算时，银行作为债权人可能介入其中，从

定虽然可以起到惩戒污染者、防治污染的目的，但也

而产生代替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可能。

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一方面，受害者追偿的对象只

由此可见，银行贷款的安全性与企业的环境状

是污染的最终制造者，单纯强调对污染末端环节的

况密切相关，且这种关联性会随着我国环境保护力

控制，却忽视了污染形成是多方面条件共同作用的

度的不断加大而进一步加深。因此，对企业环境状况

结果，忽视了整个污染环节中其他可能和责任主体

的全面监督也应当成为银行防范贷款风险的必要步

的存在，其结果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一

骤。它决定了令银行承担义务并非只是向其强加一

方面，由于环境污染有别于其他的侵权行为，一旦污

定的义务，而是将环境审查工作与银行自身确保贷

染发生，往往受害者人数众多，影响后果严重，因此，

款安全的需要结合起来，从而调动银行进行审查的

一个污染企业有时可能要面对成百上千受害者的巨

积极性。

额追偿，令企业无力承担，甚至陷入破产的困境，这
时受害者的利益就很难得到完全保障。

目前，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已经在降低银
行贷款的环境风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建立起

④参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１９９８年１１月颁布。
⑤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Ｐｌｅｗａ．Ｔｈｅ Ｌｅｎｄｅ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ｒｏｗｎｆｉｅｌｄ Ｓ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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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完善的银行环境审查制度⑥。我国银行虽然在

染及对环境可能有严重污染等几类，区别情况对

防范与化解贷款风险方面积累了·定的经验，但审

待。向对环境无污染的企业贷款，银行无需进行环境

查的重点仍放在企业的债务、财务、生产、经营情况

审查；向对环境可能有较小污染的企业贷款，银行则

等传统衡量标准上，在降低贷款环境风险方面的规

只需进行初步的环境审查；向对环境可能有较大和

定还是空白，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上述几个国家的

严重污染的企业贷款，银行则必须进行详细的环境

成功经验，建立我国的银行环境审查制度。

审查，尤其是严重污染企业更应成为银行审查防范

（四）补漏的思考

的重点。对贷款企业污染类型的划分应根据国家有

为了强化银行的环境审查义务，达到环境保护

关文件加以明确，因此，建议有关权威部门将行业的

的目的，我们还有必要在法律上对公民的环境权加

污染情况定期予以公布，以便于环境审查工作的开

以明确规定。学术界认为，环境权的首要内容就是

展。

公民有在良好、适宜、健康环境中生活的权利⑦。目
前，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秘

２．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确定适用
的侧重点

鲁等国家的宪法或法律以及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

环境保护工作是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必然存在

等文件中都对公民的环境权作了明确的规定④。我

特定的重点和难点，银行环境审查工作应当参照环

国尚未将侵害公民的环境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诉因，

保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进行。对于环境保护压力大的

受害者只能笼统地以污染侵害其人身和财产为由提

自然保护区、重点城市、重点水域等，银行必须严格

起诉讼。如果对环境权作出明确规定，就可以将银

按照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进行细致、充分的环境审

行的环境审查义务与公民的环境权直接对应起来，

查，对与人民生活或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大型或特

通过明确义务指向的权利内容准确定出银行环境审

大型重点生产或建设项目，银行更是应当下大力气

查义务的内涵与外延，并使这一义务的确立获得更

进行环境审查，防止因疏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

加直接、清楚的法律依据。

影响。

二、银行环境审查义务的具体运用

３．根据贷款用途和贷款阶段确定适用的侧重

（一）银行环境审查义务的适用标准

点

尽管有各种理由支持银行承担一定的环境审查

一般来说，银行从贷款用途中可以判断出工业

义务，但并不意味着银行只要发放贷款，就必须对贷

污染发生的可能性及大小。如对于企业用于购买机

款企业或项目进行整齐划一的环境审查，否则就会

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贷款项目，发生污染的可能性较

给银行造成过重的负担：因此，银行应当根据具体情

小，银行只要确保贷款实际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即可，

况确定环境审查工作的侧重点。笔者认为，银行环

无需进行严格的环境审查；对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

境审查义务适用的总原则就是要与我国当前环境保

考虑到贷款主要用于生产，银行应加强对企业的环

护的方针、战略保持一致。

境审查。此外，银行环境审查义务也应根据贷款阶段

１．根据贷款企业的污染类型确定适用的侧重
点

的不同有所侧重。如在发放贷款时，审查的重点应放
在企业环境保护配套设施的建设等静态状况上，在

借鉴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做法，将贷款企业划
分为对环境无污染、可能有较小污染、可能有较大污
＠《ｋｎｄｅｒ

Ｌｉａｂｉｔｉ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Ｄｅｂｔ），ｂｙ

贷款发放后，银行审查的重点则应转移在企业环境
状况的突发性变化上。

Ｊｏｈｎ Ｊａｒｖｉｓ

⑦李艳芳．环境损害赔偿．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７
＠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７
乔世民．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９

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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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审查的具体操作

适用起来应有严格的限制。银行根据企业履行环保

银行的环境审查工作应当贯穿整个贷款过程。

法规的情况决定贷款的“黑名单”，一旦企业被列入

主要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按照一定的标准

这样的“黑名单”中，即永远丧失了贷款的机会，相信

对贷款项目进行评估，第二个环节则是根据评估结

在这一措施面前，许多企业会三思而后行。

果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

此外，对于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规的企业及符

１．审查环节

合环保方向的产业，银行可以采取在同等条件下优

在这一环节，一般需要审查的内容包括：贷款项

先予以贷款、放宽贷款条件、给予优惠贷款等鼓励措

目或企业的概况、企业对污染物的处理情况、企业周

施，以刺激企业进行环保生产的积极性。

围的环境状况、建设项目或企业生产对周围环境的

（三）应对策略

近期和远期影响预测、企业环境状况的异常变化、企

以上笔者提出了确立我国银行环境审查义务的

业遵守环境保护法规情况的历史记录等。

初步设想，为了完善这一设想，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尽

银行的审查方法也应是多样的。比如要求企业

快做好如下工作：

提供所需的审查材料，组织人力进行现场勘察，向企

１．建立公开的企业环境信息档案

业发放调查问卷，了解附近居民和单位的反映，查询

银行环境审查工作的核心就是掌握企业的环境

环境记录、咨询专业人士等⑨。

状况（包括历史的、现在的状况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环境审查内容的选择及手

以及企业遵守环境保护法规的情况等方面的信息，

段的采用也要由银行灵活确定。

因此建立完备的企业核算档案对于环境审查工作来

２．处理环节

说是大有裨益的。此外，还应逐步将企业环境信息档

审查环节完成后，银行应当根据审查结果采取

案向社会公众开放，此举不仅可以增强公众舆论对

相应措施，以保证达到减少或避免污染发生的目

企业的监督压力，迫使企业按照环境保护法规进行

的。在处理环节，银行可以采取如下惩罚性措施。

生产，还可以使公众对银行履行环境审查义务的情

拒绝发放贷款。当审查结果表明，企业无能力

况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约束，并能在必要时获得所需

或无信誉达到环境保护法规的要求，或贷款项目必

的资料。

然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时，银行可以拒绝向企业

２．构筑完善的环境审查民事责任理论

发放贷款。

义务的履行需要责任制度的保障，因此一旦银

提前回收贷款。如银行发现企业在生产经营过

行的环境审查义务确立，当务之急就是要构建完善

程中有不遵守环境保护法规要求的行为，经劝阻仍

的环境审查民事责任理论，为环境审查民事责任制

继续该行为时，银行可以将已发放的贷款提前收

度的建立奠定基础。银行在何种条件下必须承担环

回。

境审查的过错责任，如何承担以及在多大的范围内
停止发放剩余贷款。企业的环境状况突然发生

承担都将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不利变化，且没有办法改变时，银行可以不再发放剩

３．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余的贷款。

环境审查工作涉及到环境科学、管理学、金融学

实现担保权利。当企业因环境污染等问题可能

等多门学科，对综合知识储备的要求非常高，目前我

影响到其还贷能力时，银行可以及时行使抵押、质押

国的银行普遍缺乏这方面的专家型人才，因此，如何

等担保权利。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使之能在不久的将来

永久性拒绝贷款。这是最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Ｉ

成为银行环境审查工作的骨干力量，这将是摆在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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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界面前的崭新课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工业污染的特点之一，是受害人数众多，损害后

５

银行环境审查义务及相应的责任制度建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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