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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循环型社会的法律思考
戚道孟路轶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从理论的产生到许多国家付诸实施的有益尝试。建构循环型社会日益成为４Ｊ＇１的共

识。本文研究了相关法律制度，探讨循环型社会的定义、特征和具体实施要求，重点讨论在中国建
立循环型社会的必要性、迫切性、．－ｒ胄ｇ性，并对中国现有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提出在中国建构循环型
社会的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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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绿色ＧＤＰ、循环经济等名词的涌现，越来

防和全过程治理逐渐成为一种广泛普及的经济模

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循环型社会的建构方面。而循

式，并逐步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部分，不仅是生产，还

环型社会的建构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经之

包括政府政策导向、消费理念等，整合成为一种系统

路。因此，讨论循环型社会的建构问题是有必要的，

的循环型社会模式。其主要内容是在生产过程中尽

而且是迫切的。

力将污染限制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控制，全社会采

２

一、循环型社会理论的产生

用预防原则保护环境。减少资源的使用，使废弃物资

现在世界环境总体形势相当严峻。全球每年有

源化，将传统的“自然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的单向

６００万公顷森林在消亡，有６００多亿吨表土在流

线形发展模式转化为“自然资源～产品一再生资源”

失：１／４土地荒漠化，１００个国家的１２亿人受到荒漠

循环型发展模式。

化威胁；一半以上的主要河流于涸或受污染，１００个

目前。发达国家的循环型社会建构已经从１９８０

国家缺水，约１７亿人缺乏清洁水；生物多样性仍在

年代的微观企业试点经由１９９０年代区域经济的新

衰减；气候暖化趋势加剧着各国自然灾害。①的确，拯

型工厂——科技工业园区．进入了第三阶段——２１

救深陷于生态危境的地球，机会确实不多了！对环境

世纪宏观经济立法阶段。

造成伤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二是人为。不

早在１９８６年德国就颁布了《废弃物限制及废弃

可否认的是，人为对环境的伤害要比自然造成的伤

物处理法》，１９９６年又专门颁布了《包装废弃物处理

害大得多。好在现在人们已经发现了这一状况，并使

法》。１９９６年德国还颁布了《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

用各种方法予以治理．循环型社会就是应运而生的

法》，规定对废物问题首先是避免产生，然后是循环

产物。

使用和最终处置。即首先要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在生

循环型社会理念的出现与循环经济是密不可分

产阶段和消费阶段都要尽量避免废物排放；其次，对

的。循环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１９６０年代美国经济学

于生产和消费中不能消减又可利用的废弃物要加以

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宇宙飞船经济要

回收利用，使它们回到循环生产中去；再次，只有那

求以新的“循环式经济”代替旧的“单程式经济”。到

些不能利用的废弃物，才可作最终的无害化处置。

了１９８０年代。人们逐步注意到要采用资源化的方式

而日本在这方面目前是最先进的，已经形成了

处理废弃物。发展循环经济。开始建立一些生态城镇

世界上最完整的循环社会法律体系。２００１年４月，

和生态工业园区．并积累建构循环型社会的经验。

日本开始实行八项循环经济法律，即《循环型社会形

１９９０年代。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世界潮流，源头预

成推进基本法》、《特定家用电器再商品化法》、《再生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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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促进法》、《食品再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

重发展循环型经济的社会。所谓“循环型经济”，则是

资材再利用法》、《容器包装再利用法》、《绿色食品采

指以保护和节约资源为取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其主

购法》和《废弃物处理法》。其中以《循环型社会形成

要的技术手段就是实现资源的减量使用（Ｒｅｄｕｃｅ）、

推进基本法》为母法，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

重复使用（Ｒｅｕｓｅ）和回收利用（Ｒｅｃｙｃｌｅ）。广义的“循环
型社会”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两大领域。狭义的

根本原则：“根据相关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原则，通
过促进物质的循环，减轻环境负荷，谋求实现经济的

“循环型社会”专指以保护和节约资源为取向的社会

健康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并且在这部法

生活方式，大体上，包括公共消费、团体消费和居民

律中首次提出了“循环型社会”的概念。并制定了较

生活消费领域中使用资源节约型的产品以及对这些

完善的基本计划以实现循环型社会的建立。可以说，

产品消费前的包装物和消费后的废弃物中的资源的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循环型社会法。

减少使用、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

北欧国家是最早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地

笔者认为这种广义和狭义的区分是不必要的，

区，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和冰岛虽然还没有一部循

循环型社会应是通过抑制废弃物等的产生、将排放

环经济的总法，但是在其环境保护法中包括了大量

的废弃物等作为资源加以循环利用及确保进行适当

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内容。如瑞典在１９７９年

的处置这三个主要措施达到全社会抑制天然资源的

制定的《废物搜集和处置法》、１９８３年制定的《铝质

消费，促进物质循环，减轻环境负荷的目的，在考虑

饮料瓶循环利用法》和１９９１年制定的《特定饮料容

环境效益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环境、社会同

器回收法》等。

步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社会模式。其不仅包括经济增

美国在１９８６年颁布了《资源保护回收法》，其中

长、社会生活的领域，同时包括政府政策导向的转

包括了循环利用的内容。自１９８０年代起，美国各州

变、企业社会义务的承担和社会公众参与等多个方

先后制定了促进生产和消费中资源再生循环的法

面。

规．至今大多数州已制定了不同形式的资源再生产

循环型社会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循环法规。

１．综合系统性循环型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发展

此外．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等发达

模式，充满综合系统性。建构循环型社会要从多方面

国家，新加坡、韩国等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

着手。从整个社会的生产模式、观念意识、政府职能

多部单项的资源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

等各个方面进行变革。目前我们从生态系统中取得

目前．我国海南、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福建等省

自然资源来支撑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

已提出建设生态省的规划；辽宁提出了循环经济省

系统的发展。各系统之间互相作用、相互影响，取得

的规划：天津、贵阳和南京等市已提出要建设循环经

动态平衡，以实现人、自然与科学技术相和谐，共同

济生态型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而在每个子系统中又都存在

由此可见。目前循环经济的理念已经逐渐被各

着自循环。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经济子系统

个国家立法部门所吸收，并反映在法律政策制定中。

的发展依赖于自然资源，也就是生态系统，反过来经

随着其调整的范畴越来越大以及各种配套立法的出

济子系统的发展又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起反作

现，循环型社会的建立已经从一种期待转为可行。

用，对稀缺自然资源的耗竭，破坏了生态系统，反过

二、循环型社会的含义与特征

来又制约了经济子系统的发展。环境子系统的改变，

日本于２０００年４月制定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

使得自然资源系统的品质改变，造成了生态系统的

进基本法》中第一次对“循环型社会”做出了定义，其

蜕变．生态系统的蜕变更加剧了人类生存环境子系

中第二条规定“抑制产品等转变为废弃物等，并且在

统的改变，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建构循环型社会必

产品等转变成循环资源时，促进对其进行适当的循

须关注其特殊的综合系统性。

环性利用。以及确保对无法进行循环性利用的循环

２．经济性建构循环型社会的起因是经济与环

资源做适当的处置，从而抑制对天然资源的消费，最

境的冲突．在其建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也是循环经

大限度地降低环境负荷。”

济的运用和生态产业的建立。因此在循环型社会中

也有人认为“循环型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保护环境的措施大多体现了经济性。一个循环型社

广义的“循环型社会”，也叫“循环型经济社会”，即注

会的运作更多的是使用经济手段来进行控制，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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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通过市场的驱动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通

身置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

过政府的引导，制定一个法律、经济、行政互相补充

统的一部分来研究，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

的管理体系，形成强制和利益的驱动机制。培育环境

作为一个大系统来考虑，均衡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２．新的经济观

保护的氛围，让市场来管理环境。这样不仅使政府不
再是环境的最终决策者，避免过重的负担，而且可以
激发企业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保护环境。

主要包括生态成本的经济认知与循环经济的观
念树立。

３．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依赖性从目前世界各国

如果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经济生产大系统的一

立法来看。一般来说，建立循环型社会大多首先由政

部分来考虑，我们就会像传统工业经济考虑资本投

府制定政策和法律进行引导，而后企业和个人予以

入一样，考虑生产中生态系统的成本。任何一个工业

服从，其中命令和控制占有主导地位。这是符合这一

生产投资者在投资时，必须考虑自己有多少钱，如果

模式的特性的，因为单从经济角度考虑不会有循环

借贷就要考虑偿还能力。同样。我们在向自然界索取

型社会的出现。它的出现是人们综合考虑社会发展

资源时，也必须考虑生态系统有多大的承载能力，如

的产物，根本原因是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而

果透支，也要考虑它有多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要有一

这一需求驱动市场为满足需求进行调整。因此应注

个生态成本总量控制的概念。所谓生态成本，就是指

意到，在这一理念提出后首先予以实践的不是政府

当我们进行经济生产给生态系统带来破坏后进行人

而是一些企业。如１９８０年代末，当时居世界大公司

为修复所需要的代价。只有在理解了生态成本的前

５００强第２３位的杜邦公司，开始循环经济理念的实

提下，才能更好地建设循环型社会。

验。公司的研究人员把循环经济三原则发展成为与

而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建构循环型社会需

化工生产相结合的“３Ｒ制造法”。即资源投入减量

要建立的良好经济观，即减少资源利用原则（Ｒｅ．

（Ｒｅｄｕｃｅ）、资源利用循环（Ｒｅｃｙｃｌｅ）和废弃物资源化

ｄｕｃｅ）、产品生产再使用原则（Ｒｅｕｓｅ）和废弃物再循环

（Ｒｅｕｓｅ），以少排放甚至零排放废弃物，改变了只管
资源投入，而不管废弃物排出的生产理念。因此，循

原￥０（Ｒｅｃｙｃｌｅ），也称３Ｒ原则。减少资源利用原则是
指在投入端实施资源利用的减量化．主要是通过综

环型社会的发展和存在具有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依赖

合利用和循环使用，尽可能节约自然资源。其需要对

性。

生产流程和技术进行改革。产品生产再使用原则要
４．主观意识性

由于循环型社会发展的基础、

求尽可能延长产品寿命，并采取多种方式使用产品。

普及与应用其实都是在主观意识驱动下的行动，其

其需要尽量提高产品质量，对于易损元件，可使用优

主要表现的其实是一种不同的对待环境的态度和意

化替代技术。废弃物再循环原则要求废弃物转化为

识．是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命中心伦理”和“生态

再生原料，实现废弃物资源化。一旦从任何途径都不

中心伦理”的转变。其本身的理解、贯彻与执行都需

能再使用，必须做好处理工作，严禁造成污染。

要人们首先树立正确的意识。理解到循环型社会的

３．新的价值观

建立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环境利益．是考虑到后代人

循环型社会在考虑自然资源时，不再像传统工

和全社会人的一种做法。节约、重复使用和最大限度

业经济那样将士地视为“取料场”和“垃圾场”．将河

减少废弃物只是一种实现的措施。而根本目的是整

流视为“自来水管”和“下水道”，也不仅仅视其为可

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如果不能首先在思想意识上确

利用的资源．而是视其为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

立这种观点，就可能在整个循环社会建设和发展过

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

程中出现偏离，反而对环境资源造成不利的影响。

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

三、循环型社会提出的基本要求

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

建立循环型社会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建

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

立新的系统观、经济观、价值观、生产观和消费观。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要求生态伦理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

１．新的系统观

循环是指在一定系统内的运动过程，循环型社

命中心伦理”和“生态中心伦理”。强调“生态价值”的

会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

全面回归，主张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向生态化转向，承

的大系统。它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把自

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权利。理解人类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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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只是自然的享用者、维

废物处理，能源利用率只有３５％，与国外相差１０个

护者和管理者。人类必须依据“自然中心主义”和“地

百分点，各类资源消耗过快，现有国内资源已经远远

球中心主义”。在道德规范、政府管理、社会生活等方

不能满足发展需求。我国已经探明的４５种主要矿产

面转变原有的观念、做法和组织方式，倡导人类福利

中．２０１０年可以满足的只有２１种，到２０２０年将仅

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实施减量化、再使用化和废

剩６种。以最小的资源代价发展经济、以最小的经济

弃物资源化生产，开展无害环境管理和环境友好消

成本保护环境已是当务之急。

费。并将生态系统建设认为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都已经不起传统经济

开展“退田还湖”、“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退用

形式下高强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如

还流”等生态系统建设，通过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来

果继续走传统经济发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消耗、高

提高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

能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以末端处理为环境保护

４．新的生产观

的主要手段，只能阻碍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速度。

３Ｒ原则的应用，要求我们的生产观念要充分考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目前的发展模式不仅对我

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

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存在不利

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

影响。长期的粗放型发展使我国成为他国污染转移

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而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的生

的天堂．而我国生产的商品又被国际市场以不符合

产观念——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

环境标准禁止进口，对于我国的竞争力有极大的负

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因此生产过程

面影响。因此，改变经济发展路线，在我国建立循环

中，无论是材料选取、产品设计、工艺流程还是废弃

型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从法律角度来看，我国目前已具备建构循环型

物处理．都要求实行清洁生产，使人类在良好的环境
中生产生活．真正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社会的法律基础。在工业生产方面，早在１９７３年第

５．新的消费观

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

循环型社会要求走出传统工业经济“拼命生产、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就提出了努力

拼命消费”的误区，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

改革生产工艺，不产生或少产生废气、废水、废渣；严

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

格管理。消除跑、冒、滴、漏，并提出了“预防为主、防

生产和消费的观念。同时，循环经济要求通过税收和

治结合”的防治工业污染的方针。１９８０年代初，又明

行政等手段。限制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一次性

确提出．技术改造是消除“三废”的根本途径。要通过

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如宾馆的一次性用品、餐馆的一

技术改造把“三废”的产生量降到最低。近几年，我国

次性餐具和豪华包装等。

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固体废物污染环

四、我国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我国虽然是一个资源大

以及许多政策，如《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国，但资源分布不均、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当贫乏。

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国家

长期的不合理开发利用造成我国生态环境脆弱、污

鼓励、支持采用能耗物耗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

染现象严重。据（（２００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生产工艺。２００２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

公报》显示，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于

染，干流地表水水质有４８．３％的监测断面属于Ｖ类

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从而成为我国一部具体体

以下水质，６５．６％的城市超过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

现循环型社会精神的法律，并为具体的制度实施提

准。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超过

供了法律保证。

１

０００亿元，同时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

此外，我国长期坚持的一些制度，也与循环型社

８３０亿元。②此外，我国资源紧缺，人均资源占有量

会的基本精神有所交叉。可以在循环型社会的建构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目前，全国近２／３的城市

中做出贡献。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提倡预防原则，在

常年缺水。人均耕地资源即将接近联合国警戒线。另

未造成实质破坏前加以预防，体现了循环型社会对

一方面。我国资源利用粗放，５０％的自然资源被当成

于环境的珍视和对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原则。

２

②费伟伟．循环经济：必由之路．人民日报，２００２—０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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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在处于逐渐形成消费观的阶段，此

再利用法》（关于建设工程的材料资源化的法律）、

时提倡循环型社会的建立，不仅群众易于接纳，而且

《食品再利用法》（关于促进食品等循环资源的再生

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而在我国生活领域的废物回

利用的法律）、《绿色购入法》（关于推进国家采购环

收已经长期存在，并发展态势良好，这也有利于在我

境物品的法律）、｛ＰＲＴＲ法》（关于对污染环境的特定

国建构循环型社会。

化学物质的排放量的把握及改善管理的法律）以及

综上所述．我国在资源利用、污染治理和生态保

《家电再利用法》。即在基本法下有不同门类的专门

护方面都迫切要求循环型社会的建设，而我国的法

法进行治理。并且日本立法机关在《循环型社会形成

律制度、习惯做法和意识领域都已经为循环型社会

推进基本法》中还规定了政府制定《循环型社会形成

的建构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推进基本计划》，而国家的其他有关计划应按照《循

五、在我国建构循环型社会的法律问题

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来决定。该基本计划每

虽然在我国建构循环型社会已有良好的基础。

隔五年可以按实际情况修改。基本计划的程序如下：

但由于这是一个系统的理念，对我国各方面的影响

（１）按照中央环境审议会议的研究结果，由环境部部

会很大，涉及许多问题（图１），因此需要法律制度保

长决定草案；（２）跟其他有关部门部长一起研究之

障循环型社会的建立。笔者认为，建立统一的基本法

后，在阁议会议上决定基本计划；（３）向国会报告基

势在必行。但是应该在先制定单行法的基础上制定

本计划。也就是说，日本《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

基本法。

法》的制定，其实是在一个体系中的。其推行时要靠

根据目前各国的立法情况而言．只有日本制定

不同的专门法、基本计划和相关政策的实施。如果我

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但不可忽视的是，

国先制定基本法，不仅会和现行的各个单行法造成

在该法制定的同时．其他有关循环经济的部门法与

冲突，而且还会陷入该法无法执行的境地。因为长期

专门法也相应地修改或制定了。依日本的立法系统

以来，我国环境方面的立法一直呈现法律规定先进、

来看，在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中，《环境基本

现实生活中应用极少的情况。虽然有很多因素造成

法》具有宪法的作用。而作为部门法的《循环型社会

这种情况，但是盲目立法、无操作性是其中的重要因

形成推进基本法》又下设两部部门法：《废弃物处理

素。

法》（即废弃物的处理及清洁的法律）和《再生资源利

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建构循环型社会可以根

用促进法》（即关于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法律）。《再

据现在立法的现状，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订补充，制

生资源利用促进法》下设有《专门再利用法》、《建设

定易于实施的政策法规，保障法律的现实实施。可以

图１建构循环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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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废弃物处理”的体系

的能源消耗纳入其中：二是将市场调节机制、政府调

结构，在逐步实施的进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制定

控机制、社会调整机制三种机制结合起来调控管理；

建构循环型社会基本法。

三是强调强制规范的建立，强调强制标准、强制可操

（一）目前立法现状分析

作性：四是着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运用，使能源可持

我国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８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续发展：五是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明确监管主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其目的是预防因规划和建设

体的法律地位和责任。笔者认为这也是在我国建构

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和

循环型社会的一个部分。完全可以在修改该法过程

环境的协调发展。应用《环境影响评价法》可以在充

中贯彻循环型社会的理念，促进我国循环型社会的

分调查考证的情况下，实施对环境影响小的方案或

发展。

避免开发．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投入，防止对环境进行

（二）建构循环型社会的法律建议

破坏。这是一种事先预防的做法，在根本上控制一些

首先，应在宪法中确立其法律地位。宪法是我国

不符合环境保护理念的项目进行，是建构循环型社

的根本法。对于在全社会采用建立循环型社会治理

会的先行军．而且其中规定的公众参与机制对我国

的方法．宪法中应予肯定和承认。通过上面对我国目

建构循环型社会也有重要意义。

前立法状况的分析，许多单行法均已制定了体现循

而我国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中华人民

环型社会的法条，并将其作为法律原则实施。因此，

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在建

将其理念归结后，在宪法总纲部分制定有关“循环型

构循环型社会过程中的有标志性的立法。该法主要

社会”或可以体现循环型社会精神的条文是可行的。

规定应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

其次，在现有的法律基础上进行补充修订，推进

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提高资源使用率，并制定了相

循环型社会的建立。（１）应对《清洁生产促进法》加以

关的推行、实施措施和法律责任。虽然还不是十分全

制度保障和具体的实行规定，如目前已有的《关于贯

面。仍需制定细则和完善相关制度，如清洁生产过程

彻落实（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若干意见》（环发

及产品的指标体系制度．清洁生产产业支持和技术

［２００３］６０号），使之成为一个系统的清洁生产流程，

改造支持制度，清洁生产社会保障制度，清洁生产许

在社会各个行业的全过程实施清洁生产。（２）修订

可制度，清洁生产检查制度，清洁生产审计制度，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贯彻循环型社会的

人与单位双重责任制度。行政程序与民事、刑事诉讼

理念。保障资源的安全合理利用，并在其中制定使用

程序相结合制度等，但是假以时日，有望建立一个比

高科技、综合利用的方针。（３）在目前的各个污染防

较完善、行之有效的清洁生产系统。

治法中规定有关废弃物资源化的法律规定，促进工

此外．对于废弃物问题，目前我国多个污染防治
法都规定了相关内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业、生活废弃物的循环使用，并在无法利用的废弃物
处理方面妥善进行规划。
再次，在我国建立循环型社会，应加强三个方面

治法（１９９６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这些具体的规定充分显示出我国已存在减少废

制度的建立。

弃物的排放、适当处理废弃物的观念，并已在法律中

第一，严格责任制的规定。明确规定国家、企业、

有所体现。只是目前还没有一套良好的运行机制来

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扩大生产者责任，并严格确定责

保障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

任承担原则。可将生产者责任溯及产品的设计、原材

不能不提的还有我国于１９９７年制定的《中华人

料选择阶段，扩大其责任范围，同时规定生产者承担

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该法已运行了六年，自其实

免费回收和再利用义务。在严格责任的迫使下，可以

施以来已有２０多个省市颁布节能法规，有６９项有

促使企业改进工艺，加强管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关节能的法律法规颁布。在能源的节约利用方面取

促进社会良性发展。而国家对于环境的责任应体现

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从建立循环型社会的角度审

于管理控制之上，对社会进行统筹管理。而非无限制

视，该法有严重的不足。目前。学界正在讨论关于该

的经济补贴。应建立适当的机制和流程。方便企业的

法的修订，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节

技术改进和推广。同时推进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使民

约能源法》的调整范围，把生活、消费以及交通行业

众更加了解自己身边的环境状况，规定民众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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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污行为负责。

与制约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但是其组织方式应加以

第二，普及环境教育。使循环型社会的观念深入

考虑，可通过民众代表、专家小组或非政府组织的形

人。ｆｌ，，不仅在于学校的教育，还应包括对企业、公众

式参与决策。目前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对公众

的教育。（１）宣传教育。要通过学校教育、理论宣传、

参与有所规定，可在其基础上发展。

媒体传播等各种形式和手段向全社会宣传建立循环

最后，在以上法律、政策、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中，

型社会的重要意义，宣传循环型社会的先进理念、方

积累经验，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我国的循环型社会

法途径、政策法规，并且把培育循环型社会的价值观

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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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研究，２００４，（１）：Ｉ－６

手段和舆论传媒加强对循环型社会的宣传。如加拿

大蒙特利尔在向公众宣传循环经济时体现了下列特８石成春，陈轶·论构筑循环型社会的科学和实践·福建环
境，２００１，１８（６）：４～６

点：一是注意基础性，将垃圾减量等理念纳入各级学

９譬孝‘篓蔓笋济及其对环境立法模式的影响．南昌航空工

校教育，做到以教育影响学生，以学生影响家长，以

１。装雾鬈篇：墨济．世界环境＇２０００

家庭影晶社会；二是注意针对性，蒙特利尔是移民城
市，为此他们制作了多种文字的宣传资料，同时注意

１１唐荣智。于杨曜．循环经济法比较研究——兼评我国首部

适应不同阶层的人员；三是注意趣味性，宣传品做到

清洁生产促进法．２００３年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

寓教于乐、老少皆宜；四是注意持久性，宣传品的载

１２佐藤孝弘（日）．论日本循环型社会立法及其对中国环保

体形式多样，有广告衫、日历卡、笔记本、公交车等，

法的启示．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１）

ＩＢ孙贻超，姬亚芹冲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性和对策．城

使人每天看得见记得住。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市经济，２００３，（２）：４１４２

第三，加强公众参与。在我国应加强公众参与制
度的建立，使民众参与到有关自身利益的环境决策
中。一方面提高公众自身的环境意识，如绿色消费

１４

ｈｔｔｐ：肌删·ｒｉｅｌ·ｗｈｕ·ｅｄｕ·ｃｎ／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１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ｆｚ８·９０。·。“依法治市

１６

ｈ‘ｔｐ：胁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搜狐新闻频道

观、循环利用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民众的监督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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