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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国循环经 济立法 初搞
戚道孟刘翠娥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摘要循环型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重
视改革现有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本国经济朝着循环型经济发展。本文通过介绍循环经济
的概念和基本特点，总结国外循环经济法的立法经验，对比德日两国与美国的循环经济立法，透视
我国相关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循环经济法的建立健全与配套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法；清洁生产法
在环境问题十分严重的今天，传统的经济发展

于是循环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

模式已不适应新型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保护和改善

体现在各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社会发展计划中。一

环境，珍惜和合理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达到社会、

些发达国家还以立法的形式确认这一发展模式，采

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改革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势

取各种措施促进循环型社会在本国建立。

在必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在
１９８０年代以后迅速风靡全球。

由以上可知。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它是物质闭环流动型（ｃｌｏｓ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经济的

一、循环经济概述

简称。它是指运用生态规律指导人类的社会生产和

有关循环经济的思想起源于１９６０年代。当时美

生活，把“资源一生产一消费一再生资源”的流程渗

国著名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这

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在生产过程中实行低开

被公认为循环经济思想的萌芽。该理论认为，地球就

采、高利用、低排放，运用高新技术开发新的环保产

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这艘飞船靠不断消耗

品，循环利用各种物质和能量，使生产和消费的全过

自身有限的资源维持生存，如果现在的人们还像以

程少产生或不产生废物，整个社会都达到物质、资源

前那样大肆开发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地球终会因

和能量的良性循环，使经济活动对人类社会和环境

不堪重负而走向灭亡。因此人类必须反思自己的行

的影响降到最低。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为模式，拯救环境。拯救地球。“宇宙飞船理论”主张
以新的循环式经济发展模式代替旧的直线式发展模

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
它具有以下特点。

式，改变现有的不合理发展状态。１９７０年代，国际社

首先，循环型经济发展模式体现出环境法中的

会开始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积极寻求解决办

预防性原则。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们也注意

法，采取各种技术和措施治理因盲目生产造成的污

到了环境问题，看到了污染的严重性．大多采用了末

染。到１９８０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废弃物的某些价

端治理方式治理污染，但从长远看来，这种末端治理

值，关注废弃物的再利用，循环经济在思想上和政策

毕竟是在污染产生后才进行的。具有权宜性、应急性

上得以体现，但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循环经济立法。

特点。因其不强调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控制和资源节

１９９０年代，随着人类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召开和《里

约，不利于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而循环经济强调的

约宣言》的签订，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大多数国家所普

是生产从头到尾，产品从产生到被消费掉的整个过

遍接受并在国内进行相应立法。为适应可持续发展

程不产生或少产生废物，对资源实行低开采和低消

战略的实施，人们开始大胆改变不合理的行为模式，

耗，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从源头上控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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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以实现物质和能量的永续利用。这真正体现了

弃物处理法》修改为《废弃物限制处理法》，该法要求

环境法中的预防原则和全过程控制原则。

企业采用节约资源的工艺技术和可循环的包装系

其次，循环经济的实现体现出循序渐进的特点。

统，以避免废物产生作为废物管理的首选目标。该法

循环经济的实现体现在三个层面，即企业层面、区域

初步认识到避免废物产生的重要性，但它只是一个

层面和社会层面。企业层面是实现循环经济的初级

关于循环经济立法的雏形。１９９１年，德国首次在循

阶段，我们这里说的企业层面主要是指单个企业，是

环经济思想指导下制定了《包装废弃物处理法》，要

指在单个企业内部实现资源和材料的循环利用．即

求生产商和零售商减少生产商品的包装物，以减少

企业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最大限度地利用已

填埋和焚烧商品包装废弃物的几率，避免给环境造

有资源和已生产的产品甚至已消费过但还有利用价

成不必要的污染。１９９４年，德国出台了以发展循环

值的产品，防止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单个企业内部

经济为目标的《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置法》，把循环经

资源循环利用的实现是区域循环经济和整个社会循

济的思想从商品包装扩展到社会所有领域．这标志

环经济实现的基础。区域层面是指通过企业间的物

着德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开端。

质能量交换和防污节能技术共享．组成生态工业园

德国《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置法》是德国发展循环

区．使一家企业的废物或没有价值的物品成为另一

经济的代表性法律，经１９９８年修改后。该法的主要

家企业的生产资源，实现物质和能量在本区域内的

内容有：（１）明确规定了立法目的是促进循环经济、

良性循环。区域层面循环型发展模式的建立是非常

保护自然资源、确保废物按有利于环境的方式处置：

关键的一环。它使得整个社会循环经济的形成成为

（２）它规定了废物制造者、拥有者和处置者的权利和

可能。社会层面循环经济的建立，即循环经济在一个

义务；（３）规定了产品责任，规定谁开发、生产和经营

国家范围内的建立，就涉及到更多相关领域。除工业

产品，谁就要承担相应的符合循环经济原则的产品

以外，农业、第三产业在各自领域内要实现物质和能

责任；（４）规定了计划责任，即废物的处置应当按照

量的良性循环，不仅如此，三大产业之间也要实现物

计划进行，这些计划主要是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制

质和能量的良性流动，人们的消费模式也应朝着绿

定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计划。除此之外，法律还规定

色循环型模式转变，这样整个社会都渗透在循环经

了主管部门对废弃物的监测职能和义务以及公民的

济发展模式之中，循环型社会也就慢慢建立起来。

义务等。该部法律对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定比较明

再次，循环经济体现出很高的技术性要求。要彻

确，为世界各国循环经济立法提供了成功范例。

底改变以往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就要引进环保

２．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模式

到目前为止．日

技术和设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企业应充分利用这

本是世界上循环经济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它拥有

些环保技术设备进行生产，把可能产生的污染控制

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循环经济法体系。该体系由基本

在初始阶段，减少污染排放量，制造出科技含量高和

法、综合性法律与专项立法组成。基本法即２０００年

真正环保的产品。同时设立完善的产品跟踪机制．采

６月颁布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综合性

取有效措施回收产品和废品，以供循环利用。在处置

法律主要有１９７０年颁布的《废弃物处理法》及１９９１

残余废物的过程中。尽量把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

年颁布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专项立法主要有

响降到最低。

１９９５年颁布的《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

二、国外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现状

法》、１９９８年颁布的《特种家用机器循环法》、１９９０年

循环型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被经济发达国家承认

颁布的《建筑材料循环法》以及２０００年颁布的《可循

和采用，这些发达国家也最早进行了循环经济立法，

环性食品资源循环法》等。这样一套完整的循环经济

经过长期实践这些国家目前已经处于循环经济法制

法律体系的建成，标志着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循环经

化阶段。总的说来，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立法主要有两

济法制化国家，其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经济发

种模式，一种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经济循环型

展模式过渡到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循环型

立法，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污染预防型立法。

经济发展模式。
日本《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的主要内容

（一）经济循环型立法

１．德国循环经济立法模式德国是世界上最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早实施循环经济的国家之一，它的循环经济法制建

（１）提出了“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概念，即指通过

设也居于世界前列。１９８６年，德国把１９７２年的《废

抑制产品成为废弃物，当产品成为可循环资源时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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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产品的适当循环，并确保不可循环的回收资源得

三、我国有关循环经济的立法和存在的问题

到适当处置，从而使得自然资源的消耗受到抑制，环

（一）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现状

境负荷得以削减的社会形态。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

总体看来．我国循环经济立法还很不成熟，尚未

依照根据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鼓励采取主动而积

进入法典化阶段。甚至没有一部统一的循环经济法。

极的行动，减少环境负荷．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逐步

不管是在法律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我国与西方国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宗旨。

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我国立法中虽未明确规定发展循环经济。建立

（２）对一些重要概念做出定义，如循环资源、废
弃物等。

循环型社会，但我国相关立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而

（３）确定循环经济活动必须经过的几个阶段：在

且出现时间较早，早在１９７３年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

生产经营阶段．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通过技术创新

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拟定了《关

和工艺改造减少资源使用量；在产品被消费后对废

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这是我国最早的关

弃物实行再利用或再生利用，在对废弃物进行处理

于清洁生产的法律规定。１９８３年国务院颁布《关于

时进行热回收，不能回收利用的要进行安全处置。

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规定把“三废”

（４）明确规定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广大公民
的责任和义务。

治理、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并鼓励采
用能够使资源、能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品。我国近

（５）法律规定政府应制定与循环型社会相适应

些年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固体废物污染环

的发展计划．该计划应包括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目

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以

标、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的政策和措施等。

及《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建设项目环

（６）法律规定扩大生产者的责任，即企业必须抑

境保护管理条例》等，这些法律明确规定：国家鼓励、

制原材料变成废物，对产品进行回收利用，承担因生

支持采用能耗物耗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

产行为给环境造成损害的环境恢复费用。

工艺。尽管如此，循环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段时期还

（二）污染预防型立法

没真正被提到Ｉ！Ｉ程上来，实践中以污染防治为主的

美国是这类循环经济立法模式的代表。迄今为

环境法占了主导地位。

止．美国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法．不像

２００２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１１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循环经济法律体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该法于

系。美国有关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都体现在预

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开始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发展

防污染的法律之中，其《资源保护和回收法》、《污染

循环经济为目标．以企业行为为主要规范对象的法

预防法》等都体现着循环经济的要求。

律，标志着我国建立新型循环型社会的开端。
（二）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

美国《资源保护和回收法》的主要内容包括：（１）
规定废弃物的存在方式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规定各

“清洁生产”这一概念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

州和地方有关机构的收集和处置职责；（２）规定此法

１９８９年首次提出的，其含义是：将综合预防的环境

的立法目的是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存和保护有

策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减少对环

价值的物质和能量；（３）对相关循环经济术语给出详

境和人类的风险性。对生产过程而言，清洁生产包括

细定义，如可回收物资、回收资源、资源保护等；（４）

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淘汰有毒原材料，在全部排放物

规定负责资源保护和废弃物回收利用的管理和实施

和废物离开生产过程以前，减少它们的数量和毒性。

机构及其职权；（５）特别规定危险废弃物的管理制

对产品而言．清洁生产策略旨在减少产品的整个生

度；（６）关于制定州或地区固体废物计划的规定；（７）

命周期过程中从原料的提炼到产品的最终处置对人

特别规定商业部长在资源回收利用中的责任。

类和环境的影响。我国的（２１世纪议程》指出，清洁

以上几个发达国家关于循环经济立法的模式，

生产是指既可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

比较而言．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循环型立法模式要比

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和措施，其实质

美国的污染预防型立法模式更高一层，前者更有助

是一种物料和能耗最小的人类生产活动的规划和管

于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我们应该学习和

理。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清洁生产的含义又

借鉴日本的先进立法思想和技术．促进我国循环型

做出具体规定：清洁生产即不断改进设计、使用清洁

社会早ＩＩ建成。

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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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初步设想及相关制度的

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
用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

完善

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

（一）建议制定中国循环经济法

境的危害。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一部《清洁生产促进法》，它

可见清洁生产是从工业领域开始的。旨在促使

是我国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建立新型循环型社

企业从源头进行污染防控。以达到整个生产过程的

会的开端。但该部法律有其自身的特定调整对象，即

无污染和废弃物的零排放，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主要是企业的生产行为，没有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对

益的统一。清洁生产主要针对企业行为，却不限于企

各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我们要建立循环型社会就

业领域，它还涉及到了产品清洁，即初步扩展到了消

必须制定一部循环经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

费领域．这对实现整个社会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

环经济法》

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清洁生产是循环经济的初级阶
段。循环经济是清洁生产的高级阶段和最终目标。

第一部分：总则。规定本部法律的立法宗旨、循
环经济的定义、本法的调整对象、适用主体等。本部

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涉及以下

法律的立法宗旨：为了达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几个方面：

保护环境和促进合理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确保产

（１）该法规定了立法目的，即为了促进清洁生

品的生产、消费、处置、废物再利用以及服务的全过

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

程，都按照有利于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的方式进行，

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

制定本法。循环经济的定义见前文。调整对象即围绕

续发展。

产品的生产、消费、处置、废物再利用发生的各种社

（２）该法明确了清洁生产的概念，如前所述。

会关系。其中有平等主体即公民与公民或法人组织

（３）该法规定了清洁生产的行政管理制度，即各

之间发生的关系，也有行政机关因监督上述主体而

级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所属区域的

发生的行政管理关系。本法的适用对象即我国的全

清洁生产促进工作，其他相关部门如环保、农业、水

体公民、法人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

利、建设等各自按照自己的职责对相关清洁生产促

第二部分：循环经济法的基本法律制度。（１）循
环经济规划制度；（２）清洁生产制度；（３）绿色消费制

进工作负责。

（４）该法规定了政府作为引导者在实践中的职
责。

度；（４）产品的回收利用制度；（５）循环型生产模式鼓
励制度；（６）公众参与制度。

（５）该法规定了生产经营者应履行的义务。规定
企业是清洁生产的主体。企业应严格遵守该法的强

第三部分：企业、服务行业、公民及政府主管机
构的义务和职责。

制性规范。

第四部分：法律责任。即各主体违反循环经济

（６）该法第四章规定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

法，破坏环境和资源的行为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其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

中包括：民事责任，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行政责

法规定的清洁生产总体上处于污染源头控制阶段，

任．如强制各主体使用有利于环境和资源的技术和

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物质循环型生产流程，因此该法

设备，强令不合格的企业整顿、关闭，对有关企业和

属于污染预防型立法，与美国的立法模式相似。与日

个人征收罚款等；刑事责任，对不遵守本法，给国家

本相对完善的循环经济立法相比我国还有很大一段

和公民及社会组织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损害的，应

差距。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还存在不足，如对有关

承担刑事责任。

政府职责和企业进行清洁生产的具体权利义务等方

（二）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完善

面规定过于抽象笼统，且整部法律政策性气息较浓，

１．宪法的完善

有许多的引导性规范缺乏可操作性。再加上实践中

对于循环经济这样一种新型的有利于社会可持

环境执法不力、民众和有关机构环保意识较低等，造

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应该在法律上有所反

成该法实施效果不够理想。因此我们在完善现有法

映。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应该在法条上对其有所规定。

律的同时．应制定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法，以

如宪法第九条和第二十六条虽然有自然资源所有权

适应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及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但我们更应借此明确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总目标和原则．以及为实现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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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我们要建立循环型社会。实行循环型经济发展模

产品的质量负责外．还要采取措施对被消费后的产

式的初步策略。这样循环经济在根本大法上得到体

品进行没收、回收利用、重复利用或再生利用。总之，

现．该条款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统帅地位，为其他

企业应对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过程及其对环

部门法再对其进行规定提供可靠依据。

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全面负责．否则便要受到法律
制裁。

２．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完善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制定于计划经济时期。

４．修改与经济核算相关的一系列法律

某些制度和内容在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不能适应新

现行的审计法、统计法、会计法等法律在规定法

的社会需求。当今世界，循环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

定主体进行经济核算时，没有要求计算环境和资源

的一种新趋势．我国要与国际接轨就必须对现有相

的价值因素。事实上，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实际造成

关法律进行完善。环境保护法作为基本性法律应该

了ＧＤＰ总量的虚增．事实上国家治理污染的投资甚

适应循环经济发展需要，在内容上对循环经济有所

至已经超过了ＧＤＰ增长的数量。长期下去，这种情

反映．其中与此相关最需修正的就是“三同时”制度。

况会误导经济决策，这将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

该制度要求一切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

因此，为适应循环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改革不合理

技术改造项目、自然开发项目以及可能对环境造成

的核算体制，建立科学的经济核算制度。

影响的建设项目的防污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五、结语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它是有中国特色的一

我国最终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

种管理制度，集中体现了“预防为主”的原则，对我国

须改革现有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循环型社

防污治污环保实践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它属于末

会。而循环型社会建立的重要标志除了完备的循环

端治理污染的方式，从总体上看是不利于我国环境

经济体制以外，就是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我们

与自然资源保护的，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呼吁建立这样一部法律，指导经济实践不断进步和

因此“三同时”制度应作相应修正。

发展，推动社会朝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迈进。

３．修改产品质量责任法

参考

产品质量责任法是规制企业对产品质量负责。

献

１刘国涛．循环经济·绿色产业·法制建设．北京：中国方正出
版社．２００４

由此对消费者负责的法律。在循环经济条件下，应扩

２王明远．清洁生产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大生产者的责任．即生产者应承担生产过程中的环

３李挚萍．经济法的生态化．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境责任以及产品使用、处置的责任，如此规定也是要

４刘国涛．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求企业对使用其产品的消费者的健康负责，也就是

２００４

说在该部法律中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具体而言。

５戚道孟．环境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对产品的选材、生产器材、结

６唐荣智．对我国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及其立法的思考．华东

构设计以及包装设计等负责。用严格的环保标准对

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９）：４８－４９

产品进行检验。企业在其产品被销售出去之后，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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