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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调整机制——从环境资源保护和环境资源法角度进行研究（下）
蔡守秋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三、第三种调整机制在环境资源法中的运用

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

第三种调机制在中国的应用，特别是治理方式

域（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的推行和治道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市

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作为公民社会主要载体

场经济相联系的企业治理或公司治理的加强；二是

的民间组织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它们的

与政府体制改革相联系的治道变革或行政改革；三

非官方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不

是与民间组织相联系的社区建设，这实际上是中国

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营利性，即它们不

治理的综合反映。从法学研究角度看，公司治理已

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把提供公

经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治道变革则是

益和公共服务当作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

行政法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

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

则成了民法学研究的热点。环境资源法学研究的重

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

点是将环境资源保护群众组织和社区建设、各种生

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四是自愿性，参加公

态区建设结合起来，以促进中国的社会生态化、生产

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

清洁化和市场绿化。

因此这些组织也叫公民的志愿性组织。

（一）根据第三部门的特征发展中国的环境资源保护群
众组织

非政府非营利环境资源组织，是指从事合理开
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的活动的第三部门，它

研究和发展中国的环境资源保护群众组织（即

们的活动宗旨、目标、组织形式、活动的原则和方式、

非政府非营利环境资源保护组织），首先应研究非政

成员的组成和道德信仰都与环境资源问题、环境资

府非营利组织（即第三部门）的特点，然后根据其特

源保护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关。这些组织除了第三

点为其法治化创造条件。

部门的共性外，还具有热心于保护环境，富于环境道

１．深刻理解第三部门特别是环境保护群众组
织的特点

德、环境意识、环境文化、环境科学技术和环境法治
观念等特点。

中国的第三部门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

非政府非营利环境组织，以及作为个体存在和

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

活动的、具有生态意识的自然人即生态人，具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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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善环境资源的目的明确性、坚定性和一贯性，在

的部门更能切实地改善和塑造我们的生活。公民社

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为非政

会可以通过浸透着合作、大度、默契、容忍和共同寻

府，他不会因政治考虑或行政服从而放弃环境保护

求的价值、风格和方法来完善治理。＠

的要求；因为非营利，他不会因经济利益而放弃环境

２．掌握社会调整机制的特点

保护的要求；因为是生态人，他始终保持着人的天然

采取社会调整机制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既

本性即自然性和生态性，始终保持着与环境资源的

是因为政府调整和市场调整机制的局限性，也是因

天然联系与交流，因而最能自觉地表现人与环境和

为社会调整方式的特点和优势。

谐共处的愿望，最能体现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本能要

事实说明，造成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外

求。当代社会学和法学理论普遍认为，社会团体可

部不经济性，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表现。市

以强化权力制约和民主参与监督，具有自治性、多元

场本身存在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缺陷，市场机制运

性、社会性、开放性和公信度（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常见的

行的基本出发点是假设市场主体都是一味追求自身

中文翻译是责任、公信力、问责性等）的社团组织的

最大经济利益或利润的“经济人”，这种经济人往往

大量存在，是抗衡专权、监督权力的一只“独立之

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损害别人的利益。政府

眼”；社会团体能促使不同群体的合法权益获得有效

行政制度也存在某些缺陷，行政机制的后盾是国家

的实现和保障，是化解利益矛盾冲突、宣泄社会不满

强制力或行政强制力，这种机制容易将一部分人的

的“安全阀”；社会团体是实现社会自律秩序、维护社

不合理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使造成外部不经济性

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作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重要

的行为人缺乏进一步减少外部不经济性的积极性，

纽带的社团组织是一种“特殊公共领域”；社会团体

甚至在经过行政许可后对其外部不经济性产生心安

使民主与法治价值的合法性得以确认和弘扬。

理得甚至扩大外部不经济性的倾向，如在缴纳排污

从理论上说，第三部门的兴起打破了社会科学

税后产生污染环境合法的思想。对于导致环境污染

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政府组织与

和环境破坏的外部不经济性，单纯依靠产权界定下

民间组织、公域与私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市场

的市场交易、公共支出下的政府制度，都难以克服。

与计划的截然分离。第三部门的形成表明，政府不

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

是合法权力的惟一源泉，公民社会也同样是合法权

些大量的小规模环境行为共同作用和不断累积的结

力的来源。例如，巴伯（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ａｒｂｅｒ）把公民社会

果，少数管理不善的大企业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所占

称为“我之域”（ｔｈｅ

ｕｓ），认为公民社会是治

的比重并不大。对大量的小型企业和分散的个人⑧，

理的新主角，这个市民空间提供了更为直接、更为紧

采用行政管理的方法往往不能见效，如果真正要对

密、更为持久的参与，它比传统意义上公共的或政治

这些小型的、大量的行为都予以行政控制，必将带来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米克洛什·马绍尔（Ｍｉｋｌｏｓ Ｍａｍｃｈａｌｌ），庞金友译：＜从国家到人民：公民社会与它的治理功能》（引自政治文化研究网，２００３
年１月１０日）

∞根据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９日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披露的资料，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总数已经超过
８００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９９％，中小企业的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６０％和４０％；我国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的经济快
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的７６％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还提供了大约７５％的城镇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到
２００１年，我国企业总数约８０８万家，其中中小企业８００万家。根据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６年公布的“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１９９５年我
国有国有企业３０．５万户（不包括金融类企业２．４万户，不包括军队办的企业及国家在境外的投资），总资产为７４ ７２１亿元，国
有企业资产占全社会企业资产比重大约为６７％。在３０多万户国有企业中，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只有１．６万家，只占国有企业总
数的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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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财政负担，而社会调整方式恰恰在这些领域

环保委主任宋健还特别表扬非政府环境资源保护群

可以弥补政府或行政调整的不足。社会调整方式将

众组织“自然之友”等环保群众团体，在宣传环境保

非政府的社会力量作为调整的主体，将非政府非营

护、唤起公众环境意识、提倡环境社会公德方面，起

利和社会大众置于基础性地位，将调整的重点放在

了很好的作用。⑩《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

具体的环境冲突的化解方面，因而适宜于大量发生

的决定》（１９９６年８月３日）明确规定了“建立公众

的、分散度较大的、面广的行为，适宜于微观环境管

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

理事务。从利益角度看，社会调整依靠不同于单纯

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经济利益的其他多种个人利益机制，而是依靠公众

的行为”的政策。⑤《环境影响评价法））（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认识自己的法定权利和义务，法定的环境权益是启

２８

动社会调整的动因和保障，主体采取环境保护行动

律均已规定公众参与的内容。

Ｅ１）、《清洁生产促进法））（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９ Ｅ１）等法

是出于追求环境利益的需要。从道德角度看，社会

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环境保护群众运动

调整依靠社会舆论、公众意识和道德风气，不少公众

和群众组织的作用范围和不足。环境资源保护群众

采取的环境保护行动往往是环境文化、环境意识和

组织不可能代替政府组织。任何群众运动和群众组

环境道德催化的产物。

织都有其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如某种程度的自发性、

３．促进中国环境资源保护群众组织发展的途
径和措施

无组织计划性、分散性（相对于政府行为而言）、所代
表利益的有限性等，环境保护群众组织也不例外。目

要建立健全我国的第三种调整机制即社会调整

前有些国家出现的少数“恐怖环保”组织，已经引起

机制，前提是建立健全我国的非政府非营利环境资

包括大多数环保分子在内的人民的反感。例如，美国

源组织（简称环境资源保护群众组织）。要根据中国

“地球解放阵线”自１９９７年开展活动，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环境资源保护群众组织的特点和弱点，通过制定有

破坏了科罗拉多州的几栋楼房，２个月后袭击了美

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将中国环境资源保护群众组织

国俄勒冈州的一家木材公司，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实施了４

的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

次攻击性活动。他们奉行“武力环保”活动，逃避警察

实践证明，发展环境保护事业、调整好人与自然

监督，已经造成多起财产损失。因此，应该制定正确

的关系必须依靠公众和社会团体的支持与参加。公

的政策加以引导，扬长避短，促进环保群众组织健康

众和环境资源保护群众组织对环境资源保护的参与

发展。

方式和参加程度，将决定环境资源保护事业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

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奉行的是“竞争一合作主
义”，这种主义赖以成立的基本条件，一是社会组织

“各级政府要保护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提供参与

的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培育，二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改

的机会。在制订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的过程中，要

善，三是扩大民主参与和健全法治体系。为了促进和

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保证决策的科学和民主，这也

保障环境资源保护群众组织的发展，必须坚持我国

是进行环保教育和普法宣传的有效措施”；“要充分

宪法规定的信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原则，坚持

发挥各种群众组织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的作用”，“对

“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原则，坚持“政（政府组织）群

于关心环境保护事业的各种环保群众团体，应该积

（民间组织）分开”和“依法管理”的原则。为了发挥环

极支持，加强领导，引导其健康发展”。时任国务院
⑩《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文件》，国家环境保护局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第４６—４８页。
⑩《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文件》，国家环境保护局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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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资源保护组织的积极作用，应该通过立法，明确规

是持续的互动。＠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

定公民和环境资源保护群众组织的环境权、知情权、

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

参与环境管理权，支持、鼓励和保障公众和环境资源

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是建立

保护群众组织参加环境资源管理监督、提起环境资

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治理模式

源方面的公益诉讼（包括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逐

一方面要求多元竞争、权力分化，另一方面又强调多

步形成有效的环境资源社会调整机制。

元合作、权力整合，最终达到“和而不同”的“和合”政

（＝）根据治理的特征建立健全中国的环境资源治理机

治哲学境界。

制，使中国的环境治理法治化

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

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善治与治理，目前已经成

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

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核心范畴。＠从知

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

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

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

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

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从理论上说，治理它打破了社

制度突破。新的调整机制应当是多中心的、自主的、

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笛卡尔的两分法传统研究范

分工合作互为补充的治理结构，私人经济部门和以

式，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

民间组织为主体的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在新的治理

与私人部门、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社会与自然对

结构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立，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两者整合或合作过程；它

１．深刻理解治理的特点

力图发展起一套管理国内和国际公共事务、处理人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于１９９５年发表的一份题

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规制和新机制；它

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治理或治道

强调管理就是合作；它认为政府不是合法权力的惟

的定义和含义如下：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

一源泉，公民社会也同样是合法权力的来源；它把治

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
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
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

理看作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现实形式等等，所有
这些都是对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研究的贡献，具有
积极的意义。

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

２．掌握构成善治的条件

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
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

治道可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但治道也
不是万能的，它既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

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

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

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

的配置。治道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也可能发生失

凹请参看：毛寿龙、李梅和陈幽泓等合著的《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
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一书，总结、概括了西方政府治道变革（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的基本理论基础，并分析了西方国家政府职能民营化、公共管理市场化、政治与行政关系调整等新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向。《治理
与善治》一书，收集了１４篇英国、法国、美国、瑞士等国学者的论文，系统介绍了治理理论的基本论点，探讨了治理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治理与现代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治理与市场模式之间的关系、治理与世界银行的作用、治理与地方自主治理的关系、
治理与治理能力、治理与国际关系、治理与非政府组织等问题。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Ｏｕｒ
等著：《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３页。请参看俞可平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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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现象。“治道”危机的主要表现有：三种社会组

里的合法性即正当性，是指社会秩序和权威被公众

织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在公与私之间很难明确或

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它与法律规范没有

消弥其界限；很难通过法律确立一个可以预知的政

直接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１ｅｇａｌ）东西，

府行为模式、第三部门行为模式；政府优先考虑的事

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只有那些被一定范围内的人

项与其发展目标不一致；政府封闭的、不透明的决策

们内心所认可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中所说

体制和信息封锁导致浪费和腐败。为了克服治道失

的合法性。合法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便越高。取得和

灵或治道危机，学者们提出了“善治”（有人译为良

增大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尽可能增加公民的共识

治）、“有效的治理”、“元治理”（ｍｅ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等

和政治认同感。所以，善治要求有关的管理机构和管

概念，其中以“善治”最有影响。所谓善治，就是使公

理者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

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主要特征是

的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

三种组织（行政性政府组织、营利性企业组织、非政

度的同意和认可。这里的法治，是指根据法律而不是

府非营利组织）或三个部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私

按照个别人的意志治理国家；法治的核心是强调主

人公域）对社会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

权在民、民主政治、法律权威、法律治理和在法律面

社会的一种新颖伙伴关系，是两者共存的最佳状

前人人平等；法治是一种通过法律来体现、实施和保

态。从全社会的大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

障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和人

不开公民；从某个社区的小范围看，可以没有政府统

与自然的和谐。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

治，但不能没有公共管理。正是公民社会的成长与

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

壮大，才引起当代社会治道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变

的社会秩序，就没有善治。

化。现代治道就是要在制度层面上创立一个中性的

（２）稳定性（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与公正（ｊｕｓｔｉｃｅ）。稳定性是

现代国家政府，在经济层面上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

指社会或人类生态系统内部各组织、各成员之间关

自由市场，在社会生活中建设一个合作、协调的私人

系的和谐或良性循环，意味着社会生活（包括人与人

公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和平与安全、团结与和

处。促进官民合作为特征的善治，这是第三种调整

睦、稳定与有序、居民的安全以及国家法律和政策的

机制最基本的价值所在。第三种调整机制就是通过

连贯性等。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良性循

构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政府组织与非政府

环的自然生态环境，就没有经济的高速发展、民主政

组织合作、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公共机构与

治的有效推进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对于发展中

私人机构合作、强制与自愿合作的社会调整机制，弥

国家来说，社会或人类生态系统的稳定更具有特别

补政府缺陷和市场缺陷，达到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

重要的意义。所以，社会或人类生态系统的稳定程度

与自然关系的“善治”。

也是衡量善治的重要指标。公正一般指不同种族、性

关于衡量善治的标准或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

别、阶层、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归纳，包括但不限于合法性

经济、文化和环境权利上的平等；还包括在人类生态

（１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透明性（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公信度

系统中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种际公平。在当代，

ｌａｗ）、回应性

作为善治要素的公正特别要求有效消除和降低富人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有效性（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以及参与、有

与穷人、富国与穷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

效、稳定、廉洁、公正等，笔者重点介绍如下要素：

和农村之间的两极分化，维护妇女、少数群体、穷人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法治（ｒｕｌｅ

ｏｆ

（１）合法性（１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和法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这

等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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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公信度（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和有效性

公共利益和自己利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活动

（ｅｆｉ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这里的公信度包括回应性

的参与。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和廉洁性（ｃｌｅａｎｎｅｓｓ）。公信度是指

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推行政府

人们（包括三种组织）应当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特

组织与企业组织、第三部门、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

别是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

依靠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从全社

责。在公共管理中，它特指与某一特定职位或机构

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没

相连的职责及相应的义务。公信度意味着管理人员

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

及管理机构由于其承担的职务而必须履行一定的职

善治。

能和义务。没有履行或不适当地履行他或它应当履

治理与善治理论与传统政府统治理论的一个重

行的职能和义务，就是失职，或者说缺乏公信度。公

大区别，是其适用范围超越了国家的界限甚至人域

众，尤其是公职人员和管理机构的公信度越强，表明

而进入了人类生态系统。当人们将治理的分析框架

善治的程度越高。善治要求运用法律和道义的双重

应用于国际层面甚至超越人域时，全球治理理论或

手段，增强个人及机构的公信度。回应性是指公共

地球村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全球治理的对象，包括

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

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国际安全、国际经

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在必要时还应当定

济、基本人权、跨国犯罪和生态环境等跨国性问题。

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

其中生态环境环境问题包括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

题。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廉洁主要是

发、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防治、生态环境的建设、稀有

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

动植物的保护等，如国际石油资源的开采、向大海倾

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公职人员的廉洁直接关

倒废物、空气污染物的越境排放、跨国酸雨、气候变

系到治理的状况。有效性是指组织运转和管理活动

化、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有毒废料的国

要讲究效益和效率，要以尽可能小的或尽可能合理

际运输、渔业捕捞、濒危动植物种保护、土地荒漠化、

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收益、最佳的效益和综合的效

水资源枯竭等。

益。有效性还包括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
学、管理活动灵活、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和社会

３．加快治道变革，建立健全中国环境资源治理
机制

成本等内容。善治应该克服或减少无效的或低效的
管理活动。善治程度越高，管理的有效性也就越高。
（４）透明性（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与公众参与（ｃｉｖｉｃ

自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在治道变革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

ｐａｒ－

并没有建立健全法治化的治理机制。笔者认为，加快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透明性是指政治、经济、社会

环境资源领域的治道变革，给环境资源法的发展提

和环境方面的公共信息的公开性。每一个公民都有

出了新的任务，必将形成一些新的环境资源法学研

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共信息，包

究热点问题。

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措施、行政预

‘一是研究环境资源治理的政策、方法、方式、措

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的公共信息。透明性要

施和制度。二是研究如何实现环境资源善治，善治的

求上述这些公共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为公民

内涵、要素和标准。三是研究政府适应第三部门要求

所知，以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且

的治道变革。四是研究如何将政府行政调整、市场调

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透明程度愈高，

整和社会调整有机地联系起来、结合起来，如何实现

善治的程度也愈高。这里的参与主要指公众对涉及

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一体化或整合，形成环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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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法的综合调整机制。五是研究环境资源法学理论

１．流域综合管理和流域善治

研究如何从单一的政府主导型向政府组织与企业组

为了防治水害和水污染，保护水资源和水生态

织、第三部门并重或整合的方向发展，研究环境资源

环境，解决２１世纪的全球水危机，重视和加强对水

行政法（公法、管理之法）、环境资源民法（私法、商

资源的流域管理、在流域管理中实行流域综合管理

法）和环境资源法经济法（经营之法）功能的分离、互

和治道变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综合管理

补与整合。具体来讲，包括：研究政府职能的市场

（一体化管理）运用到流域就是“综合的流域管理”原

化，如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环境产业的民营化，将公

则或“统一的流域管理”原则。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

共事物引入内部市场机制，将产权机制引入公共物

家解决跨行政区问题主要依靠的是实施“综合流域

品和公有财产资源的管理；政府如何以积极主动的

管理”制度或统一流域管理，即协调解决各行政区之

态度，如何以环境资源市场为基础作出亲环境资源

间的问题，以及各行政区共同认真实施国家有关水

市场的政策选择，政府行政行为如何实现与市场功

污染防治的法律。流域综合管理即一体化管理，要求

能的衔接和配合；研究政府行为的法治化，特别是对

把防治流域水污染管理、保护水资源管理、合理开发

营利性企业组织和第三部门如何依法加强行政管

利用水资源管理结合起来；将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水

理、行政服务、行政指导、行政协调和行政合作；研究

行政主管部门、流域机构和第三部门的参与结合起

政府环境决策的民主化，如何增加决策的民主化、执

来。

法的透睨度和信息的公开化，如何保障公民和环境

中国是一个依靠大河流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文

资源保护组织的环境权、知情权、参与环境监督管理

明古国，黄河、长江、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珠江

权；研究政府权利的多中心化，政府在保证政府职能

等７大河流形成７大流域，成为炎黄子孙世代奋斗

有效实施的前提下，如何处理和协调好与营利性企

发展的广阔舞台。中国的河流大都跨越数个行政区

业组织、第三部门的关系，如何培育环境资源市场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黄河流经９个省级行政

第三部门，增强行政机制的适应性、包容性，减少行

区、长江流经１０个省级行政区。如何对跨行政区的

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社会调整机制的冲突与磨擦，降

河流、湖泊等水资源和水环境进行开发、利用、保护

低行政机制的实施成本，建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第

和管理，是中国各朝代政府或管理部门必须面对的

三部门的协同、合作机制；环境资源行政管理模式如

问题。我国又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水污、水少、

何从“秩序与管理型”向“给付服务型”转变，如何在

水蚀（指水土流失）、水多（指洪灾）等水资源问题或

“权力型”的基础上开拓“非权力型”的行政管理空

水资源危机，已经构成我国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的

间；营利性的企业组织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如何承担

一个重要方面，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

某些虚拟的政府职能；如何贯彻利益共生、利益增

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造成我国水资源问

进、利益促进原则，促进环境资源的产业化、环境企

题的原因很多，除了各种开发商和经营者不受或少

业的市场化和环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受规制的水环境污染行为、水生态破坏行为、水资源

（三）第三种调整机翻在中固漉域管理，社区建设和生态
区建设中的应用

综合决策机制和流域管理机制是一个重要原因。经

第三种调整机制在中国最富有前景的应用，是
通过这种调整机制促进中国社会的生态化。为此，
必须将社区建设和生态区建设结合起来，并努力使
中国社会生态化的进程法治化。

浪费行为等微观因素外，缺乏权威而有效的水资源

过多方努力，这种九龙管水攘攘、八方报警（指水污、
水旱、水涝、水土流失等灾情）不断的情况近年来已
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９６年修订
《水污染防治法》和２００２年修订《水法》之后。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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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途径。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改革不可能一步到
位。目前我国的跨行政区水资源环境管理体制的主

在新的一轮社区建设中，人们越来越重视社区

要问题之一，是“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

环境和社区组织、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

合”的《水污染防治法》管理体制和“统一管理和流域

建设。例如在美国，“自３０年前提出‘放眼全球，立足

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法》管理体制相

本地’（Ｔｈｉｎｋ

矛盾。要搞好中国的流域综合管理，必须运用第三

整整一代人保护环境的战斗口号。但它所激发的理

种调整机制，实行治道变革，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

想——各个社区动员起来，从自家后院着手，为整个

政走向善治。

地球的健康负责——仍然是口号多于现实。如今，公

ＧｌｏｂａＩＩｙ，Ａｃｔ

Ｌｏｃａｌｌｙ）以来，它已成为

２．社区建设与社会生态化

众强烈反对城市和市镇发展失控和拙劣规划，即众

在中国，社区是指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的人们

所周知的‘无序扩张’，在其激励下地方性环保运动

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社区的稳定和发展是国家和

焕发出新的生机。”④由自然资源保护协会（Ｎａｔｕｒａｌ

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ｆｅｎ。ｅ

无论是发展环境资源保护群众组织，还是发展

Ｃｏｕｎｃｉｌ）出版的新书《解决无序扩

张：全美明智发展社区范例》（ｓｏｌｖｉｎｇ

Ｓｐｅｒａｗｌ：Ｍｏｄｅｌｓ

第三部门，最踏实的一步是从基层社区建设人手。

ｏｆ Ｓｍ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联合国所倡导的“社区发展”，是指社区居民积极参

了３５个例子，说明一些城市、乡镇和农村地区如何

与社区生活并与政府组织合作，以促进社区的经济、

找到克服无序扩张、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

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协调和整合各社区，使它

办法。③一些美国全国性、各州及地方团体联合成立

们与整个国家的生活合为一体，进而使社区发展成

了‘‘明智发展美国’’（ｓｍａｎ

果为国家的繁荣和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自１９８０年

该组织成员之一的美国规划协会（Ｔｈｅ

代以来，当代各国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和

Ｐｌ肌ｎ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ＰＡ）＠启动了一系列项目以

特点，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将环境保护和生

支持“明智发展’’的创新建议，其中包括最近完成的

态建设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社区范围内建

为土地使用规划设计新示范法律的７年项目。

Ｇｍ、，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介绍

Ａｍｅｒｉｃａ）组织＠，
Ａｍｃｒｉｃａｎ

设各种生态区，逐步实现社区生态化、社会生态化。

３．社区建设和生态区建设在中国的结合

在１９７０年代末和１９８０年代初开始形成的生态自治

在中国，为了推进循环经济，进行生态省、生态

主义（Ｅｃｏｃｏｍｕｎａｌｉｓｍ）、西方马克思主义（Ｗｅｓｔｅｒｎ

市、模范城市、生态县、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生

Ｍａｒｘｉｓｍ）、新马克思主义主义（Ｎｅｏ—Ｍａｒｘｉｓｍ）、生态

态工业园区的建设，１９９４年国家环境保护局组织制

社会主义（Ｅｃ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和生态马克思主义（Ｅｃｏ一

定了《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１９９５年３月发布

Ｍａｒｘｉｓｍ），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设生态社会的主张

了《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纲要》，明确了目标和

圆Ｄ．Ｌ．Ｐａｒｓｄｌ：《‘绿化为本’的城市发展：环保新潮流》，《交流）２００３夏季刊，第２２页。参看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所有＠２００２年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Ｎｅｗｓ。版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Ｌ．ＰａｒｓｅＵ：《‘绿化为本’的城市发展：环保新潮流》，《交流）２００３夏季刊，第２３页。参看Ｎａｉｌ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Ｎｅｗｓ。版权所

有＠２００２年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明智发展美国”（Ｓｍａ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织是一个全国性联盟，旨在促进以更好方式发展：保护农地和开阔空间、给居民

注入活力、保持住房平价、提供更多交通选择。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ｍａｒｔｇｒｏｗ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ｏｍ／
固美国规划协会（ｎ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ＰＡ）是一个由数以千计的城市规划者、公民和民选官员组成的为公众

利益与研究的非营利性组织，其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社区。ｈｔｔｐ：／／ｖａⅣｗ．ｐｌ蝴ｉｎｇ．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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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全国先后分４批开展了１５４

优美城镇。在生态县、镇和社区建设方面，２００１年ｌＯ

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其中生态省２个（海

月２６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建设部、农业部、国家

南省、吉林省），生态地、市（盟、州）１６个，生态县

环保总局联合发出了《关于确定全国创建文明小城

（市）１２９个，其他７个。１９９９年完成第一批３３个生

镇示范点的通知》，确定了１１５个镇（县城）作为创建

态示范区试点单位的考核验收，２０００年３月由国家

文明小城镇示范点。

环境保护总局命名第一批１７个生态示范区。２００１

１９９８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建设生态省

年新增１３个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试点，８５

的决定。１９９９年２月６日，省人大第二届二次会议

个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到２００２年国家生态示

通过了《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第二届八次会议

范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试点地区已经达到２９７个。

于１９９９年７月３０日通过了《海南省生态省建设规

２００１年３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印发了《生

划纲要》。同年３月３０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批准海

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编制导则》（试行）。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南省为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为了为生态省建设提

２６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

供理论、舆论支持，传播生态文化，成立了“海南省生

该计划明确提出：“十五”期间，国家计划新建１２０个

态环境教育中心”和“海南省生态文化研究会”，组织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１００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积极推

召开了各种形式的生态省建设研讨会。＠２００１年１２

进海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陕西省等生态省建设；

月１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

建立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调蓄区和防风固沙区等

过了《吉林省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决定在

１５个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４０个省级生态功能保

２００１—２０３０年，利用３０年时间进行生态省建设。

护区。到２００５年，使全国６％的县（市、区）成为社会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生态良性循环的良好地区。

４．运用第三种调整机制促进中国的社区建设
和生态区建设相结合

２００２年９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生态功能
区划暂行规程》。

２００２年８月，国际生态城市建设协会、国际科
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中国生态学会和深圳市人

我国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建设生态城市的探索。

民政府共同在深圳市召开了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大

１９９５年以来，在生态市、生态县、生态村、生态住宅、

会。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生态城市建设的深圳宣

生态农场、生态小区、生态工业园区等不同层次建立

言》，明确提出了２ｌ世纪城市发展的目标和生态城

了一批很有推广价值的示范点。到２００１年全国已经

市的建设原则与行动措施，阐述了建设生态城市包

先后命名了张家港（１９９６年授予）、深圳、大连、珠

含的５个方面的内容——生态安全、生态卫生、生态

海、威海、厦门（以上是１９９７年授予）、中山、昆山、烟

产业代谢、生态景观整合和生态意识培养。

台、荣成、莱州（以上是１９９８年授予）、海口、汕头、苏

目前，海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福建

州（以上是１９９９年授予）、青岛、文登（以上是２０００

省等建设生态省和生态社区的基本做法和经验如

年授予）、杭州、宁波、大庆（以上是２００１年授予）等

下：将生态省建设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省

１９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计

战略、调整经济结构、推进城市化、信息化等工作结

划到２００５年建设５０个环保模范城市和２００个环境

合起来，将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结合起来，坚持把

＠祝光耀：《有益的探索，可喜的进展——关于海南省开展生态省建设的调查》，《中国环境报》，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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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建设指标纳入各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计

业组织和一个统一、开放、自由买卖、公平竞争的市

划之中，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生态建设同步规

场和市场机制；建设一些自愿、自治的非政府非营利

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以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为

组织和一个合作、协调的治理机制；建设一个清洁、

指导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加速工业体系的生态化进

舒适、生态平衡的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包括保护和

程，做到产品无害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工业经济生

改善山水园林，建设和改善城乡住房、交通道路设施

态化的有机统一，从原料、产品、企业、区域等方面实

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等；建设各种生态工业园区、农

现生态化；结合农业结构调整“打绿色牌，走特色

业园区和清洁工厂；加强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全面

路”，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

发展社区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科技事业，提高社

业园地、基地；结合工业结构调整，用高新技术改造

区的文化、科技、教育和道德水平；建设人与人之间

传统产业，淘汰或关停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推行

的和谐共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关

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发展生态产业和绿色产

系；实现社区的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和生态化，实

品；结合城市化、小城镇建设，把生态省建设作为城

现社会范围内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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