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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政府有关部门

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也不断增强，

参与环保的热情也逐渐提高。更好地推动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事业

需要相关领域的立法保障与完善。环境保护领域是中国较早确立公

众参与观念、较早通过立法确认公众参与原则、目前公众参与法制

保障最为完备的领域。1973 年我国便“自主”产生了可与当代西方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概念相媲美的“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

环境”的政策口号。经过四十多年的立法实践与发展，我国目前已

经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行政许可听证、环境行政立法听

证和获取环境信息等提供了必要的立法保障，使得公众获得了依法

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 

5 月 24 日，竺效教授应邀在“人大国发院名师讲座”系列讲座

第八期上，对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制化的历史、现状与展望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解答。本文根据竺效教授的演讲整理，讲

座由人大国发院院长助理马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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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理念渊源 

环境保护领域是中国较早确立公众参与观念、较早通过立法确认

公众参与原则的领域，也是目前公众参与法制保障最为完备的领域。 

1973 年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就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的

32 字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

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其中“依靠群众，大家动

手”就包含了当今“公众参与”这一术语的部分涵义。1979 年《环境

保护法（试行）》（现已失效）第 4 条规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方针

是：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

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该法第 8 条还进一步规定，“公民对污

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权监督、检举和控告。被检举、控告

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通过对 1979 年《环境保护法（试行）》

第 8 条内容的保留与完善，1989 年《环境保护法》第 6 条规定，“一

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

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现已被修改）。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我国

环境法确立了“依靠群众保护环境的原则”。 

二、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原则的确立和法制保障 

200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原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制定的配套规章《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为公众参

与环境行政许可听证提供了法制保障。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

法》、2001 年《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2001 年《规章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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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200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4 年《环境保

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2005 年《环境保护法规制定程序办法》

为公众参与环境行政立法提供了法律保障。而 2007 年国务院制定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原国家环保总局配套制定的《环境信息公开

办法（试行）》和 2010 年原环境保护部颁布的《环境保护公共事业

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则为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供了

法律保障，而政府环境信息的公开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前提。2013 年原

环境保护部发布《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强化了重点监控企业信息公开义务。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知情权得到

立法保障的具体体现。 

此后，1996 年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第 13 条规定较 1984 年的

立法增加了第四款“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当有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

和居民的意见”的规定，且保留了 1984 年《水污染防治法》第 5 条

的法律规定。2002 年《环境影响评价法》、2006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

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2009 年国务院制定的《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法制保障。 

2014 年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第 5 条新增规定，“环境保护坚

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

自此，公众参与原则从理论上的归纳总结正式上升为我国的实然法律

原则。2014 年《环境保护法》第 6 条继承并发展了 1989 年《环境保

护法》第 6 条有关公众参与的内容，新法第一款和第四款规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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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采

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第 36 条第一

款和 38 条还规定了公民日常生活中的环境保护义务。 

2014 年《环境保护法》新增第五章专章规定“信息公开和公众参

与”，依据第 53 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

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为了保障公民获取

环境信息和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第 54 条、55 条和第 56 条分别规定

政府、重点排污单位信息公开义务，以及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相

关内容。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 修正)》第 55

条公益诉讼条款，2014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规定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条款，使得公众获得参与环境保护的司法救济权。为贯彻

公众参与原则，2014 年原环境保护部先后颁布《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

众参与的指导意见》和《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以新

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五章‘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为立法依据，

吸收了《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

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参考已出台的有关文

件和指导意见，借鉴部分地方省市已出台的有关法规、规章，原环境

保护部于 2015 年颁布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 

为了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司法救济权，2014 年《环境保护法》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制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条款，即第 58

条规定了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条

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诉讼。而后，相关主体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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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等若干司法解释，并及时出台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改革试点方案》等试点文件，以及试点后总结经验并及时修改了《行

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并配套制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而，我

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内的较

为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三、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 

1.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IA）一般是

指对建设项目、区域开发以及国家政策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进行评估。 

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后，EIA 的概念开始引入我国。

1979 年《环境保护法（试行）》首次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引入我国立

法。1989 年的《环境保护法》进一步确认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之后，

2002 年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5 条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

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该法确立了公众参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专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规则。 

我国建设项目的 EIA 中的公众参与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

专家与环境管理部门参与。有关专家和环境管理部门就环境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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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复杂的决策性问题，通过咨询、评价、参与研究等方式，听取

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环评工作进行改进。二是群众参与，这是最

常见的方式。“群众参与”通常以填写调查问卷的形式，通过向工程

所在区域公众介绍拟建工程在施工期和运营期可能造成的有利与不

利、长期与短期的影响，了解公众对拟建项目的关心程度和所持态度，

以及公众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并听取公众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从而

使项目的设计建设更加合理和完善，最大程度降低项目对周围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在公众参与专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2005 年 4 月 13 日，国家

环保总局就社会广泛关注的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的环境影响举行听

证会（但该听证会的法律性质并非是环境行政许可听证，而是“非法

定听证”（Non-statutory Hearin）），该案件成为推动 2006 年 2 月 14

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出台的动力之一，属于规范性

文件性质的该暂行办法第四章“公众参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

专门规定了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但受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的相关规定，该文件无法突破《环评法》的原定公众参与范围，只能

在第 37 条第二款规定，“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区域、流域、海域

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的编制机关，在组织进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

过程中，可以参照本办法征求公众意见。” 

早在 2006 年 5 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等单

位就开始酝酿《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2008 年 3 月，原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就《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公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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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2009 年 8 月 1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草案)》，8 月 21 日，温家宝总理签署了第 559 号

国务院令，公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将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

施行。 

2. 公众参与环境行政许可听证会 

2003 年 8 月 27 日通过、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行政许可法》

第 46 条、第 47 条和第 48 条规定了行政许可听证制度。原国家环保

总局于 2004 年 6 月 17 日制定了《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并于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行政许可法》和《暂行办法》的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

行政许可听证制度在立法上正式确立。根据《暂行办法》第 3 条和第

5 条及其他有关条款的规定，拟将其界定为：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

关作为听证组织机关，依法律规定或因其审议的重大环境许可事项涉

及公共利益而依职权启动，或者依环境行政许可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

的依法申请而启动听证程序，听证组织机关指派专人主持听取审查该

环境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和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就事实和证据进

行陈述、质证、辩论的法定程序。2004 年 8 月 13 日举行的“北京西

上六输电线路工程电磁辐射污染环境影响评价行政许可听证”案是该

《暂行办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案件。 

3. 公众参与环境行政立法公开听证会 

在我国尚未就公众参与环境行政立法听证制定专门性的法律，但

相关立法中已经就此有所规定。例如，2000 年制定的《立法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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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

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

式。《行政许可法》第 19 条规定，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

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

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

见的情况。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第 39 条规定，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授权起草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或者依职权起草的环境

保护规章，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

组织或者公民对草案有重大意见分歧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

采取听证会形式，听取社会意见。环境立法听证会，参照本办法关于

听证组织和听证程序的规定执行。2001 年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第 12 条规定，起草行政法规，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

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召开座谈

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4. 公众参与环境信息公开 

国际经验表明，扩大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并且

环境信息公开是前述多种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实施的前提。2008

年 5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对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制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于 2007 年 2 月 8 日经原国家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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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总局 2007 年第一次局务会议通过，自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该

办法共五章 29 条，除总则和附则外，实体部分的三章主要规定了政

府环境信息的公开制度、企业环境信息的公开制度以及相应的监督制

度和法律责任制度。为更好开展环境信息公开，2008 年原环境保护部

发布《环境保护部信息公开指南》，规定除免予公开的政务信息外，

环境信息包括主动公开的环境信息和依申请公开的环境信息两种；并

规定获取环境信息的途径、程序等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修订)》第五章规定了“信息

公开和公众参与”，第 53 条规定了环境保护相关部门依法公开环境

信息的一般规则；第 54 条和第 55 条分别规定了政府和重点排污单位

的信息公开义务。至此，实现了法律层面对公民获取环境信息权利的

保障。为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修订)_》第 55 条规

定，2014 年原环境保护部颁布《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第

3 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强制公开和自愿公开相结合的原

则，及时、如实地公开其环境信息。”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公布企业环

境信息。由于《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单行立法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提

出更高要求，同时《关于印发 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要

求“建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统一平台，集中发布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

息”。 

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诉讼的实践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该制度的产生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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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权力的扩张和人民对政府为谋求经济利益而牺牲环境利益的

不信任情绪密切相关。由于环境损害事后救济的滞后性，“导致事前

采取措施遏制污染和破坏行为导致的公共环境侵害成为一个现实性

的问题。于是，环境损害救济的实践开始从个人主义法理向社会本位

法理过渡，出现了环境权利社会化的趋向。这种趋向以公众享有实体

和程序的环境权为理论，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

以及针对公众环境权益危害而可以提起诉讼的权利。”  

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在实践中分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在我国当前环境司法实践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的主要区别在于起诉主体的类型不同。依照相关法律规

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是法律规定的机关、有关组织和人民检

察院；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为人民检察院。环境公益诉讼不同于

环境公诉。“环境公诉特指作为国家公诉人的检察机关，为了保护公

共环境利益，以原告身份，通过公诉的形式，以制止和制裁环境公益

的侵害行为为目的，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两

分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体系。两种类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其不同

的制度定位，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要为救济受到损害的社会公共利

益，注重对损害的救济与填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主要为督促环境行

政主管部门履行职责。因此，两种类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对于公众参与

的要求不同。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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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中国进行了环境资源审判庭法院机构改革，在这之后部

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专家一同出谋划策，推动了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

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和中华环保联合会诉

贵州省清镇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案两起标志性的案件和一系列的公益

诉讼的案件，最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 年修正)》新

增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奠定了实践基础。 

五、公众参与中国环境立法 

在我国，尚未就公众参与环境行政立法听证制定专门性的法律，

但相关立法中已经就此有所规定。例如，2000 年制定的《立法法》第

58 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

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

式。《行政许可法》第 19 条规定，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拟设

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

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

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

法》第 39 条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授权起草的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或者依职权起草的环境保护规章，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草案有重大意见分歧的，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听证会形式，听取社会意见。环境立

法听证会，参照本办法关于听证组织和听证程序的规定执行。2001

年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 12 条规定，起草行政法规，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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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

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此

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就公众参与环境行政立法作出了一些规定。 

2005 年 4 月 11 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了《环境保护法规

制定程序办法》，该法自 200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该法规在总结试

点经验的基础上，设第 10 条分两款规定，“起草环境保护法规，应

当广泛收集资料,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

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召开讨论会、专家论证会、部门协调会、

企业代表座谈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公众参

与环境行政立法的制度。 

2015 年《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第 3 条规定，公众可以参与“制

定政策法规”。第 5 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征求意见、

问卷调查，组织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征求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环境保护相关事项或者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同时

第 9 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类整理、分析研究，在作出环境决策时予以充分

考虑，并以适当的方式反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展望对中国环保公众参与的立法保障，公众应更多参与环境立法，

要通过公众参与推动和促使用科学的法律制度来更广泛地保障公众

参与环保，让公众都能在法律框架下平和地表达诉求，从而更有效地

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同时，也要通过大力推动环保信息公开，让公

众在参与监督企业的同时也监督政府执法。关于环保公众参与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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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研究，要不断加强跨学科交流和合作研究，真正推动环保事业的

进步和发展。 

 

 

（本文由涂成根据讲座速记稿及相关资料整理，内容已经过作者审核。） 

 

 

 

  



 

 

13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有权利保留。任何机

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应当获得作者同意。如果您想了解人大国发

院其它研究报告，请访问 http://nads.ruc.edu.cn/more.php?cid=425 

http://nads.ruc.edu.cn/more.php?cid=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