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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
到、中艳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常德，４１５０００）

摘

要

是否具备完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是衡量一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扣管理水平

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目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本文就此提出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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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基本上形成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体

“保护和改善包括森林、湖泊、河流和野生生物在内

系，但尚不够完善和健全。为更好地保护和持续利用

的自然环境和珍惜现存的生物应当是印度每个公民

生物多样性资源，有必要完善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

的义务。”在宪法中规定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是我国

护法律体系。

公民的基本义务，有利于强化公民的环保意识，进而

一、宪法的完善

增强公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在我国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具有最高的
效力。任何其它的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都必

（三）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宪法，确定可持续

发展的宪法地位。以此指导各部门法围绕可持续发

须符合宪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不能

展这一中心而架构立法体系，更新立法内容和健全
法律制度。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对生物多样性资源

同宪法相抵触，宪法也是其他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可持续利用，这就要求保护生物多样性。

法律的立法依据。但我国宪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
面的规定尚有不足，需加以完善。

（四）在宪法中增设“尊重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
权利”的原则规定，体现生态中心主义法律价值取

（一）关于宪法第９条的完善。我国宪法第９条

向。为了准确地体现生态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思

第２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
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

想和承认其他生命物种种群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法律
价值取向。也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性法律文件关于“尊

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长期以来，由于受地

重生命共同体”的规定相衔接，有必要在我国宪法中

大物博观念的影响，在宪法中所体现的对待自然资

增设“应当尊重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利”的原则规

源的态度是国家优先保障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而实

定，以弥补传统宪法在保护其他生命物种问题上没

际上，中国资源总量是大国，人均占有量是小国，资

有将其与人类共同视为生命共同体的缺憾，而只有

源利用率是弱国。中国资源种类全，总量大，但资源

在宪法中确立这一原则，才能使对其他生命物种的

组合不够理想，储备资源不足、人均占有量少，资源

法律保护获得更为明确的宪法依据。更为重要的是，

相对紧缺，供需形势严峻。因此，应将我国宪法第９

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态主义的法律思想和承认其他

条改为：国家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

生命物种价值的法律价值取向在各有关法律中得到

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使用

直接的体现。

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这样一来，把“保护”

二、相关法律的完善

放在首位，可以提高全民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意识，

（一）环境保护法的完善

这对保护自然资源十分有利。

１．关于环境保护法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二）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作为公民的一项基
本义务在宪法中加以规定。世界上许多国家，例如

境保护法》单从名称来看，会让人误以为它只是关于
环境保护的法律而与资源保护无关，而实际上它是

１９７７年苏联宪法第６７．６条规定：“每一个公民都有

一部关于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因此，有必要

保护自然和环境，动物和植物的义务。”再如印度宪

将该法的全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资源保

法（第四十二修正案）（１９７４年）第５１Ａ（ｇ）条规定：

护法》，可以增强决策者和广大普通公民对保护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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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认识。

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保护问题作出了规定。但现行

２．关于环境保护法的地位。环境保护法是中国

刑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范围过窄，力度不够。首先，

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但在立法时并没有明确这一点，

刑法没有对微生物的保护作出规定。其次，没有作出

其环境基本法的地位得不到保证，权威性大打折扣。因

对非珍贵、濒危物种保护的规定。因此，可在刑法中

此有必要在立法时明确环境保护法的环保基本法地

增加关于保护微生物的规定。同时，对实施了造成非

位，进而形成严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结构。

珍贵、濒危物种严重破坏或可能严重破坏的危险行

３．关于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现行环境保护

为．也应给予刑事处罚。

法第１条明确规定其立法目的为“为保护和改善生

三、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的制定

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

制定一项范围综合、目标与义务可行、并有约束

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

力的综合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将生物多样性保

显然，这一立法目的是以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为主。虽

护的部门性和地方性有机集中。是一项必要的、紧迫

然环境保护法第２条关于环境的定义已经将自然资

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源纳入环境之中，但作为环保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
有必要明确将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作为其立法

具体而言．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应主要包含以下
１２项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目的之一。

１．预防优先原则。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将立法

４．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自然资源保护的内容。

倾向转移到预防优先上来，要求立法具有超前意识，

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需要由该法的具体内容来体

重视科学预测，突出预防原则，着眼于后代和可持续

现，将保护自然资源明确地确定为环境保护法的立

发展。预防优先原则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更是具

法目的，就需要在环境保护法中有保护自然资源的

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由于生物多样性破坏的原因相

内容。而我国环境保护法在内容上重污染和其他公

当复杂。并且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往往是日积月累的

害防治，保护自然资源的内容较少。有鉴于此，必须

结果。生物多样性一旦遭到破坏，要对其进行恢复往

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坚持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

往需要很长时间，要付出很高代价。有些物种一旦灭

护并重的原则，在对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进行

绝后，无论付出多大努力和代价，也无法使灭绝的物

综合性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种重新出现在地球上。因此，与其采取专门的补救措

保护的比重，从而制定出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容许能

施。花费大力气在恢复上，不如一开始就致力于预防

力相适应的恰当分配和调整环境资源利用的环境保

和避免生物多样性丧失。只有充分落实预防优先原

护基本法。

则，才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可靠、最经济、最有力

５．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内

的途径。

容。环境保护法作为环保基本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

２．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离体保存为辅原

用。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中，环境保护法就要

则。就地保护是指把物种保存在其自然生境中．它的

上承宪法中有关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内容，下启其

最大优点在于物种能继续不断地进化，能连续适应

他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因此要在环境保护法中增

变化的环境条件。就地保护是最为重要的也是很经

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内容。可将我国环境保护法第

济的保护手段。迁地保护就是把物种及其种群迁移

１７条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对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

至其栖息地生境以外的适当地方，例如植物园、动物

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

园、水族馆等。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者可以互相

分布区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生物多样性分布中

补充，对不同的物种可以不同方式结合运用。一旦自

心，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著名熔洞和

然界中因为某些原因导致一些物种难以适应生存，

化石分布区，冰川、火山、温泉等自然遗迹，以及人文

受到迁地保护的个体仍有可能恢复其在自然界中应

遗迹、古树名木，应当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严禁破坏。

有的地位，不致陷入灭绝的境地。但是有不少物种光

（二）刑法的完善。１９９７年３月我国颁布的刑法

靠加强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远远不能保证它们的生

已设专节惩治环境犯罪，除具体规定了“妨害社会管
理秩序”中的有关“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客体

存，而且许多栽培和饲养的品种，也不易在天然状况

及相应刑罚适用范围之外，还进一步扩充了刑法所

不同的繁殖体，即离体保存。离体保存是把有机体的

保护的环境要素的内涵，从旧法规的森林、野生动

某一部分保存在特殊环境中，如将种子、花粉、胚胎、

物、水产资源及水体、大气扩大到土地资源、珍稀树

精液或其它繁殖体通过组织培养和细胞培养等进行

种等。如我国刑法第３４１条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

保存。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是就地保护的一种补充，

保护作出了规定，我国刑法修正案（四）对刑法第

它们是不可缺少的。

下生存下去。对此可以利用基因库来贮存种、精液和

３４４条进行了修改，使得该条对珍贵树木及国家重
一６５～

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是保护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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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的最重要的途径。

生物多样性具有复杂性，要认识生物多样性，并

３．可持续利用原则。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经济

达到持续利用的目的．必须加大宣传教育，提高广大

价值虽然很大．但过分利用就会导致自然生态环境

公民的生态意识，特别是提高决策者的生态意识尤

的破坏．使得大量物种的生存和开发受到严重威胁，

为重要。这就要求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有关生

甚至陷入灭绝的境地。在所有濒危、渐危和罕见的脊

物多样性的宣传教育。使社会上各层次的人群对生

椎动物中．大约３７％是由于过分利用而陷入濒临灭

物多样性的意义和作用有基本的了解，提高人们保

绝境地。因此，利用野生物种，必须要在掌握它们的

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但是仅有宣传教育也是不够

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的基础上来制定规划方案，有

的，还必须有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做后盾，必须将惩罚

计划地、合理地开发利用，将利用控制在其承受能力

与宣传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范围之内。需要量大的物种，必须通过人工栽培和驯
养满足需求。

性的事业，是造福全人类的一件大事，它与一个国家

可持续利用就是以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长期衰

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文化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

７．加强合作原则。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全球

落的方式和速度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从而

国家、不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是不同的，应

维持其潜力。以满足今世和后代的需要和期望。可持

加强该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一方面要学习某些

续利用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利用可更新资源的强度

国家先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另一方面生物多

不超出资源更新能力”。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资

样性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区或国家要对相对比

源，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较落后的国家、地区给予援助。同时，生物多样性保

４．优先重点保护与全面保护相结合原则。从理

护的国际合作不仅包括科研领域的合作，还包括具

论上讲。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对全球生

体保护措施上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世

物多样性都加以保护，同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不

界生物多样性。

应与濒危物种的保护等同起来。濒危物种的保护是

８．生物多样性编目、监测及建立生物多样性信

非常重要的防止物种灭绝的活动，但只是保护生物

息系统制度。生物多样性编目和监测最主要的目的

多样性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判断工作是否有效

是为管理者服务。为他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制定土

的重要标志。然而，生物多样性的复杂性与人类社会

地利用规划、评价环境影响等问题上提供必要的信

能力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我们只能设法利用

息。同时，生物多样性的编目和监测提供了最基本而

有限的资源（人力、经费、土地资源或水域）尽可能多

又最重要的生物学信息，可应用于一些基础学科，如

地优先保护那些在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意

系统学、生态学、行为生物学等领域，也可应用于一

义的生态系统。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坚持优先重
点保护与全面保护相结合原则，在优先重点保护珍

些应用学科。如生物技术、土壤学、农学、林学、水产
学、保护生物学及环境科学等方面。建立生物多样性

贵、濒危生物的同时还要注意未受威胁的那些种及

信息系统。就是将原来分散、零散的生物多样性及其

其组成的群落和生境的保护。

可持续利用信息汇总。在保证准确、可靠的前提下以

５．重视调查研究原则。无论是保护还是持续利

适当的方式电子化，并提供完备的数据检索和查询

用生物多样性资源都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

工具，以适应不同目的的查询需要。

上。首先，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系统复杂，生物多样性

９．审批许可制度。该制度主要是针对一些珍贵、

丰富．只有经过细致而全面的调查监测，对我国生物

稀有、濒危种的利用及外来种的人为引进而言的，特

多样性状况有一个科学而全面的了解，确定我国的生

别是对外来种的人为引进方面有重要意义。珍贵、稀

物多样性分布中心，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保护区，才

有、濒危的生物物种，由于其在生物多样性中的特殊

能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其次，生物多样性的持续

地位，对其进行利用需经特殊的审批许可程序是完

利用。需要应用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成果。利用生物多

全必要的。

样性．必须要在掌握物种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的基

外来生物物种进入一个新的生态系统，有积极的

础上制定规划方案，有计划、合理地、持续地加以利

一面，比如说作为天敌，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害虫和

用。目前，人类对许多物种研究不够，具有潜在利用价

病原体有生物控制作用。农业生产引入的新的物种，

值的物种是相当多的，因此有必要重视研究工作。

由于远离了它们原有的捕食者和病原体，产量会大幅

６．制裁与宣传教育相结合原则。制裁是对威胁

度提高。然而生物引种对本地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

或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行为的制裁，它属于事后救济

性的消极作用也是随处可见的，所有濒危、渐危和稀

手段，主要表现为行为人承担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

有脊椎动物１９％都受到外来种大量引进的威胁，这就

和民事责任。制裁不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而只

是对人为引进外来种进行审批许可的主要原因。对人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手段之一。

为引进外来种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科学论证、综

一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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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衡量之后，决定是否批准引进该物种。

的协调性、衔接性。２．注意对生物多样性进行全面保

１０．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制度。自然保护区成
为人类社会闹市中的一片净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

护，保护对象不应局限在珍贵、濒危物种，对非珍贵、

相处的重要途径和希望。因此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

地。３．注意保护措施要多样化。特别应注意引入市场

区制度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项重要制度。建立生
物多样性保护区是对就地保护原则的具体贯彻落

建立对生物多样性的有偿使用制度。

濒危物种也要进行适当保护，以免它们陷入濒危境
机制。充分调动市场主体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性，

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

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

护关键地区，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要求，建立不同的

件组合，构成独特的区域生态系统。同时，这种区域

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是当前自然

生态系统也随时间发生变化。在开发利用和经营管

保护和经济建设的一项最迫切的任务。
１１．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制度。生物多样性

理时，都必须适合它们的特点。例如，在成熟林多的

的保护主要依靠钱，钱从何而来？各地区的有关部门

地区，可以根据用养结合的原则，对林木进行采伐；
但河流上游的水源林和用于保护水土的林区．其主

应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一方面通过接受有关

要功能是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那就允许少量的

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部门和其他企业部门自愿捐款的

更新采伐，绝对不允许皆伐。又如，当某地某种狩猎

支持，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举办各种展览、培训、资源

动物的种群数量过大时．应根据“密度过大将会发生

开发和各种服务积累资金，再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

自然稀疏”的原理有计划地猎取一部分，以使该物种

护事业中去。再者，随着公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认识

与所需要资源相协调．从而保护它们的生活力；反

的加强，还可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同时，积极
争取国际社会的资金援助。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基

之，当某地某种狩猎动物种群很小或正处于生育期

金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生
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制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重
要财力支持。
１２．生态系统性管理制度。在生态学家们看来，
生态系统多样性并不仅仅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
部分，更重要的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心应是生态
系统多样性的保护。因为世界上现存物种的大多数
还不为人知，而生态系统的保护还可以同时保护生
态系统内的所有过程和生境，这样也就保护了许多
未知物种及其基因。生态系统具有完整性、跨行政区

时，就不应猎捕，以促进该种群的繁衍，防止物种灭
绝。也就是说，在对某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生态系
统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遵守因地因时制宜的原则。
这即是生态学中时空有宜规律。我国地域辽阔，地形
复杂，生物多样性分布也不均匀，在对生物多样性统
一管理的前提下，各地方也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
根据不同的时间制定不同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
规章。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分布中心所在地，更应重
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
制定与完善。
参考文

域性和使用的多元性特征．而无论是对生物多样性
的何种使用都涉及到对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问题。因
此，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设计必须破除条块分割、各
自为政的分散局面，按照统一管理的目标和要求，实
行中央垂直管理，按照其生态属性．实行生态系统性
管理。

１

２陈泉生．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宋伟．善待生灵——英国动物福利法律制度概要．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张文显，李步云．法理学论丛（第２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

四、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规章的完善

献

蔡守秋．环境资源法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肖剑鸣．比较环境法．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王献溥，刘玉凯．生物多样性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

生物多样性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对生物多样性

出版社．１９９４

的保护和管理是项异常复杂的工作。基于此．有必要
由中央政府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进行统一、综合、

７陈灵芝．马克平．生物多样性科学的原理与实践．上海出版

全面的管理。１．注意法律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之

８李爱贞．生态环境保护概论．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ｌ

间，行政法规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部门规章之问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社．２００１

９

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ｎ Ｚｈｏｎ２ｙａｎ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ａｎｇｄｅ，Ｈｕ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４１５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ｖ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ｖ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Ｉｖ．Ｂｕｔ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ｖ’ｓ

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ｍｐｅｄｂ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ｖ，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ｖ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ｌａｗ ｓｖｓｔｅｍ
一６７—

ｔ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ｎ ｍａｒｋ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ｖ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ｒｏｍ 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