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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齐法制建设浈凌意的若干理论问题
龚远星王巍娜

（福州大学法学院，福建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

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刚刚起步，一些理论认识上的缺陷，将对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产生极

大的负面影响。笔者在文中就循环经济的本质、循环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循环经济法律移植等问题

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些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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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循环经济”这一概念的不断升温，循环经

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也为了使循环

济立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

经济法制建设工作有一个明确的指引而不至于误入

２００４年会上海宣言”指出。到２０１０年，我国将建立

歧途，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同时，要强化相
关执法机构的职能，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加大执法

一、循环经济立法应建立在正确认识和理解循
环经济本质的基础之上

力度．对不遵守法律法规、污染环境的行为要坚决予

对于循环经济的认识和理解，存在许多不同的

以治理和处罚。在２００５年３月召开的中央人Ｅｌ、资

见解，目前学界对它的定义不下几十种。但有一点，

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提出了

似乎已达成共识，那就是对循环经济本质的认识，即

要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或经济发展模

社会．并明确要求大力宣传循环经济理念，加快制定

式。而且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这

循环经济促进法．加强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全方位、

种对循环经济本质的正确、深刻地认识，本应成为我

多层次推广适应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

们研究和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指导，遗憾的是，我们

的生活方式。循环经济立法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

常常将它抛在一边，甚至与之背道而驰。

视，全国人大已经将研究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提

正确认识循环经济的本质．就不能把循环经济

上工作日程。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循环经济法

与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混为一谈。生态工业园区确

制建设将迎来一个高潮。为了能更有效地发挥法律

实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思路和重要手段，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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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２一

■舀鹜罄誊竭函电翟警盈纽营菌翻缝蘸黧黔

中国发展

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将循环经济仅局限于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无疑是

正确认识循环经济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反对“技

对循环经济的狭隘理解。事实上，循环经济是一个

术主义”或“技术万能论”的观点。“技术主义”者认

融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

为：发展循环经济的核心在于提高技术。其中，包括

等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它要求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

清洁生产技术、信息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回收

领域，倡导新的经济规范和行为准则。循环经济作

和再循环技术、资源重复利用和替代技术、环境监测

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不可能仅在几个工业园区内

技术以及网络运输技术等等。只要这些技术发展了

得以实现。同样，搞几个生态工业园区的试点，也绝

或提高了，循环经济的３Ｒ原则就可以得到贯彻落

不能认为就已实现了循环经济，而只能是循环经济

实了。在目前的中国，阻碍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

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实现的一种方式。

是体制问题，即现有体制与循环经济的要求格格不

正确认识循环经济的本质，就不能要求循环经

人。‘锵循环经济等同于技术问题，无疑把问题简单

济遵循生态学规律。从诸多学者对循环经济的定义

化了。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要得以贯彻

看，有不少人认为循环经济发展应遵循生态学规律。

落实，对具有许多现实条件约束的中国而言，首要的

实际上，循环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经济

应该是体制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

发展模式，其遵循的仍然是经济规律而非生态规律。

正确认识和理解了循环经济的本质，在立法过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每个经济人都在追求自身效益

程中，就不能把目光仅仅集中在生态工业园区，而应

最大化．其所从事的经营活动都必须能为其带来经

将其作为一个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加以考虑和协调。

济收益，不能带来经济收益的公益事业，只能由政府

同时，循环经济立法应充分遵循经济规律，将有关的

来做。“循环经济”、“清洁生产”作为“经济”和“生

制度建设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轨道，确保遵守循环经

产”，如不能获得市场收益而靠政府资金的支撑，又

济法律、采用循环发展模式的生产者能比非循环生

怎能称为“经济”和“生产”？反思我国推行了几年的

产者获得同样多或更多的利益。此外，循环经济立法

“生态经济”、“清洁生产”，其效果并不理想，行动也

应对症下药，重点放在对现有的与发展循环经济不

未能持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忽略了市场机制，

相适应的体制进行革新，切勿陷入“技术论”的误区。

过于依赖政府，难以通过市场获得稳定的经济收益。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多样性、复合性和并发性要

更广泛地看．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与市场脱节，也是

求我们掌握好立法进度

众多污染问题（如淮河流域水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有

我国真正开始走向现代化的建设是在２０世纪

效遏制与根治的重要原因。因此，发展循环经济不

７０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目前已经建成了相对

必要求经济活动按照生态规律进行，而应该以市场

独立、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工业化。西方国

为平台，将有关制度建设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运用

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路程，我国在５０多年的时间内就

经济规律来减少资源消耗和保护生态环境，用经济

基本走完了。在这５０多年中，前３０年由于不问断的

规律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目标。

政治运动，使我国工业化之路充满了曲折和艰难，真

①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环境法的执行情况得到启示。有学者称，从环境犯罪的制裁率去推测，中国环境法的执行率可能
还不到１０％。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曾公开透露，中国大中建设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只有４５－

５０％左右。无独有偶，中国目前所设立的第一部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法律——《清洁生产法》，其执行情况相当糟糕，
可以说基本没有得到执行，以致不少人认为《清洁生产法》的立法和实施都是失败的。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除了
这些法律本身存在问题之外，中国现有的体制是法律得不到执行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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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工业化发生在最近二十几年。可以说，我国的工

强制和命令。如前所述，循环经济本质上仍然是市场

业化是高度压缩的工业化，但是，这种压缩型工业化

经济．而且是市场经济的一种高级形式，其所要求的

并没有挤走或缩小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而是该出

市场制度不仅要是完善的，还要不断进行创新。如果

现的环境问题一个不少地急速产生。而且表现出与

行政力量对市场运行过度干预。无法扩大市场化资

传统发达国家不同的形态，即多样性、复合性和并发

源配置的范围和领域，循环经济根本就无法有效运

性．既有与贫困落后相关联的环境破坏问题．也有伴

行。因此，政府不能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行为主体，

随高收入、工业化而产生的如汽车公害、有毒化学物

而应该是制度和规则的设计者，法律法规的执行者、

质、固体废弃物剧增等与高水准工业化相关联的环

监督者；市场机制仍然是循环经济的基本体制，企业

境污染问题。也就是说，我国的环境问题既有工业化

仍是行动的主体。只不过国家必须对市场进行新的

时期环境问题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环境

调控和规制。

问题同时发生，致使立法层面发生困难。发达国家出

事实上，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就已开

现相对单一的工业化环境问题时，其社会、经济和文

始露出走人歧途的迹象。比如循环经济的试点需要

化都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有充分的社会准备。而我

政府来批准，至今为止获得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的国

国在出现复合型环境问题时，社会准备不足的缺陷

家生态工业园区试点还只有１１家。对这些试点的管

就凸显出来，如专业人才的短缺，政府财政预算中环

理上．国家环保总局“将通过建立循环经济建设的年

保投入的不足，公民环境意识的淡薄，科技发展水平

报和考评制度，对试点地区和单位进行监督和考核。

相对较低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立法解决环境问题

地方环保部门要协助国家环保总局对试点单位规划

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在我国，无论是循环

的落实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一些地方把发展循环

经济的国家立法还是地方立法，都应当充分考虑实

经济当作一个项目或工程来抓；一些地方政府还将

际情况，立足现实，掌握好立法的进度，既要有一定

循环经济当成了“政绩工程”；一些地方甚至打着推

的超前性．又不能脱离实际，如此立出的法才能在实

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旗号，掀起一轮新的投资热潮；还

践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有一些地方进行生态工业园试点，试图在工业园内

三、正确定位政府角色

形成一个合理的生态产业链，但是这种不通过市场

谈到发展循环经济，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政府主

机制调节，而靠政府优惠政策支持或者行政“拉郎

导的身影。而作为市场的主体，数量庞大的各类企业

配”而形成的产业链，只是形似而实不至，并不具有

似乎置身事外。笔者不反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政

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府发挥其主导作用，但对这种主导作用要有正确的

循环经济是一种更高级的市场经济，只可能在

理解。所谓的政府主导，“是指政府以市场化的、财政

全国统一的市场上得以实现，而不可能在某个区域

的手段以及非市场的行政力量，通过制定法律法规

性市场单独出现③，更不可能在市场的主导下创造出

（和政策），推动、调控和引导循环经济市场化。”哒

来。实际上，政府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

个过程既要遵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又必须弥补

起引导和协调作用，其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应该是

市场经济的失灵．以完成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的过

十分有限的，但是却至为关键。

程。笔者认为，这种主导本质上是一种引导，而绝非

②王蓉．起草《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城市条例》的基本考虑．法制与管理，２００４，４

镐辉清．中国循环经济第一步请注意脚下．经济，２００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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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视发挥法律的鼓励、引导和教育作用

的生产仍然是线性经济产物的情况下，法律是不可

众所周知，发展循环经济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但

能家家都打大板的。况且，在目前还没有转变价格形

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更应注重法律的鼓励、教育

成机制的情况下．走循环发展道路的企业不一定能

和引导功能．充分发挥法律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盈利，甚至还可能亏损。法律如果强迫企业从事不能

传统的法律与法学关注的是法律的组织管理功

盈利甚至亏损的经营活动，最终只会把这个企业逼

能与惩戒功能，尤其青睐后者。因此，悠悠４ ０００余

进死胡同。但是，换一种思路，换一个做法，我们完全

年的中国法制史，几乎被写成了刑事法制史，而“法

可以立法大大激励走循环经济道路的企业，使这些

律无情”、“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是铁面无私

企业有利可图，也可以大大奖赏为循环经济的发展

的”等等熟语流播广远。于今未改，连“包青天”的脸

在管理上、技术上作出贡献的人们，这样，从事循环

谱都被涂成了漆黑颜色。强调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

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利益的驱使下．就会变消极被动

包括惩戒功能，不无其合理的成份，但绝不能视作全

的“要我循环”为积极主动的“我要循环”。有关部门

部。

已意识到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推动力的重要
充分发挥法律的组织管理功能．可为经济、社会

性并作了具体部署，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把这种指

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保障力；充分发挥法律的惩戒功

导思想贯穿到立法过程中，具体化为法律制度，才能

能，可为扫除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提供强大的排击

有效地、持久地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推动力。

力。但是普天之下悠悠万事，“避害”之外还应“趋

五、关于法律移植

利”，“激浊”之外还应“扬清”，“惩恶”之外还应“奖

在我国的整个法制建设过程中，法律移植起了

善”。否则，不仅会把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主体的活泼

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循环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除了

泼的人束缚得只知循规蹈矩、谨小慎微，而不敢意气

自身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外．同样离不开借鉴乃至移

风发、大胆创新。何况，这种法律观念本身就是偏颇

植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立法。但是。循环经济法律的

的。实际上，“法律并不是人类从地狱中唤出的用以

移植不是盲目的，否则将会重蹈环境法律移植的覆

折磨自己的魔鬼，而是从天堂请来帮助增进自身福

辙——从外国移植过来的环境法，在我国出现了“水

祉的天使”④。从循环经济的发展来说，法律激励功能

土不服”现象，实践中难以实施。未能达到立法所设

的发挥，比惩戒功能更重要。道理并不复杂：我们可

定的基本目标，尤其是污染控制、清洁生产和环境标

以立法惩戒破坏环境的行为，但不可能立法去惩罚

准方面，执法主体和守法主体的违法现象十分普遍⑨。

走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道路的企业：我们可以立法

那么，在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我国国情究竟允许我

加快关停污染严重的生产线的进度，但我们不可能

们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法律移植，才能够使移植过来

立法关停还未步入循环经济轨道的企业；如此等等。

的法律在本土文化氛围和社会意识中得以实现？笔

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线性经济本是通行的经济

者认为，在循环经济法律移植过程中，要仔细分析比

发展模式：其次，“法不责众”。在多数企业、多数产品

较的问题很多，但主要应当考虑的就是我国与发达

④倪正茂．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推动力．文汇报电子版．ｈｔｔｐ：／／ｗｈｂ．ｎｅｗｓ３６５．ｃｏｒｎ，ｃｎ／ｌｙ／ｔ２００５０２２１＿４０２５９１．ｈｔｍ

‘调训芳．论环境立法中的法律移植问题．林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０，６
一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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