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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律体系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过后，还将经过中级和高级
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目前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
律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体系的特点为 ：一是基本领域有法可依，但具体
领域可能存在法制欠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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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这些规则或者利益调整方法的

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那么消防法、

建立， 确实是对传统民法、 诉讼法等

安全生产法、 军事法、 通讯法、 广告

按照中央的部署， 2010 年中国会

传统法规则的突破。 基于这些调整方

法、 保密法也都可以成为独立的部门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法

法的独特性， 以及环境法律的特殊目

法。 这样一来，中国的独立部门法太

学界共同认为， 形成的一个标志是，

的价值、 调整对象的特殊性， 环境法

多了， 数不胜数， 不利于规律性的研

国家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

学者大多认为环境法已经成为独立的

究。 2010 年 3 月，本人为全国人大常

文明建设领域， 虽然法律体系的建设

部门法。 而现在《民事诉讼法》得到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提供咨

尤其是体现制度和机制的建设不一定

了修订，《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已

询意见时指出， 说环境法是独立的部

很完善，但基本上能够实现有法可依。

得到实施， 环境法学者曾经引以自豪

门法，那是不科学的。 本人进一步指

按照这个逻辑，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的独特调整方法， 已经为这些基础性

出，宪法（国家法）、行政法、刑法、

主要环境社会问题的解决在 2010 年也

的法律所巩固， 并延伸到其他特殊领

诉讼法、 民商法、 经济法和社会法七

应实现有法可依。也就是说，2010年，

域。 这时，环境法学界再以此为依据

大法律部门 （环境法主要分散于行政

我国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

论证环境法的独立性， 理由就显得不

法、经济法之中） 的划分不科学，应

律体系。 如何正确理解我国环境法律

充分。 一些学者指出，环境标准是环

当根据调整方法和调整领域， 把法律

体系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 如

境法特有的调整方法。 这种说法是错

划分为若干调整方法类别法和若干调

何正确理解 “形成” 之意，是一个值

误的， 因为在安全生产领域和产品质

整领域类别法。 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

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量领域，也有类似的标准方法。 也就

本大法， 它规定的是国家各方面社会

从定位来看， 国内大多数环境法

是说， 环境法并没有自己独特的基础

关系的根本调整方法， 因此它理所当

学者一直认为体系化的环境法是一个

性调整方法。 因为这一点，即使环境

然归入调整方法类别法， 但是宪法解

独立的部门法，这是值得商榷的。 在

法因为解决环境问题， 有特殊的立法

决的是国家各类生活的基本问题， 因

《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长期得

目的和调整对象， 也不能成为一个独

此也可以归入调整领域类别法。 基于

不到修订或者得不到透彻的修订， 且

立的法律部门。

此， 可以认为， 宪法是调整方法类别

《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没有出台的

从归类来看， 体系化的环境法似

法和调整领域类别法的统一。 民法规

时代，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乎应当归入领域法。 2010 年 6 月 26

定了平等主体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

保障社会公平和环境安全，《环境保护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举办

基本调整方法 （基本调整方法服从于

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律，

了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根本调整方法），行政法规定了行政管

基于公平、 正义的法律基础性规则演

学术研讨会”。会上，大多数学者认为，

理方面的基本调整方法， 刑法规定了

绎或者派生出了因果关系间接反证原

国家认可的七大法律部门， 其划分标

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调整方法， 诉讼

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 举证责任倒置

准不是统一的， 有必要根据统一的标

法规定了纠纷司法救济或者准司法救

原则等独特的法律规则或者利益调整

准重新划分。 他们提出，如果环境法

济的基本调整方法， 也都理应归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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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方法类别法。但是，民法、行政法、

的建设首先必须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

刑法调整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领域。

诉讼法也存在通过自己的调整方法解

的领导服务。其次，在社会主义国家，

对于新出现的调整方法和调整领域，

决一些社会问题的现象，因此，民法、

法制还要经济、 社会、 文化和生态文

应当予以认真研究。

行政法、 诉讼法也具有调整领域类别

明建设服务， 为公民权利的全面保障

从结构来看， 社会主义法治的一

法的色彩。 相对而言，经济法、社会

和公民的全面发展服务。 从每年发布

个基本特征是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

法、 商法只是利用民法、 行政法、 诉

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媒体披露的环

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党的领导和人

讼法的调整方法， 并不具有自己独特

境危害事件来看， 我国经济发展和环

民当家做主， 在环境法治的框架内，

的基本性调整方法， 因此， 不能与民

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目前还很突出， 公

其法律体系建设的内容既是一个自上

法、 刑法、 诉讼法等平起平坐， 归入

民的环境权利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保

而下的过程， 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

调整方法类别法或者调整方法类别法

障。 权利保障的实际需求现实说明，

程。这两个过程相互影响、相互补充、

与调整领域类别法的结合体， 只能和

我国环境社会、 环境文明方面的立法

相互制约。 在环境法制领域，就目前

环境法、 军事法等应用法一起归入调

还需要突破性的发展。

来看， 对于自上而下的环境管理法律

整领域块类别法。 所谓调整领域类别

从模式来看， 中国的法律体系建

体系，目前已经比较完善。 但是对于

法， 是指利用宪法、 民法、 行政法、

设必经革命法制、 管制法制和平衡法

自下而上的环境知情法制、 环境参与

诉讼法的特殊调整方法来解决具体领

制三个模式。 我国早已远离革命法制

法制、 环境道德法制和环境监督法律

域社会问题的类别法， 如环境法是利

的模式。 管制法制模式的一个特点是

体系建设，还相当不足。 这说明，环

用宪法、 民法、 行政法、 诉讼法规定

公权力的管控色彩浓厚， 社会主体主

境法制的建设还存在结构性的缺陷，

的调整规则或者方法 （包括特殊的方

动参与和监督的法制建设不足， 如缺

与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不相适应。 需

法） 来解决环境问题的领域法；军事

乏公益诉讼。 平衡法制模式的一个特

要今后加强相关的工作。

法是利用宪法、 民法、 行政法、 诉讼

点是既强调国家公权力自上而下的作

从属性来看， 中国的法制建设既

法规定的调整规则或者方法来解决军

用， 也强调社会主体的知情、 主动参

要借鉴和参考域外文明发展的成果，

事问题的法；婚姻家庭法是利用宪法、

与和自下而上的监督。 从这点来看，

也要符合本国、 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实

民法、 行政法、 诉讼法规则解决婚姻

中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和中国的整体法

际情况。 说到底，中国的环境法律体

家庭问题的法， 商法是利用宪法、 民

律体系建设一样， 主体仍然属于管制

系建设虽然针对中外共同的环境问题

法、 行政法、 诉讼法规则特别是民法

法制模式，但正在向平衡法制整体过渡。

领域定向地借鉴了域外的调整方法，

规则解决商业问题的法。 我们不能把

一旦完全过渡，社会主义将脱离初级阶

但它根本上还应当是中国的东西， 体

调整方法类别法和调整领域类别法混

段，社会主义环境法律体系也将脱离初

现了本土性的特点。 我国以前引用了

同。 如果把宪法、民法、行政法、刑

级发展阶段， 进入中级发展阶段。

很多国外的法律制度， 结果发现一些

法、 诉讼法等调整方法类别法称为部

从阶段来看， 中国目前仍然处

不怎么好用， 原因在于这些制度未经

门法， 那么环境法、 军事法、 消防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过

过国别转化，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基

等调整领域类别法就不能以部门法冠

后， 还将经过中级和高级发展阶段。

于此， 对于国外环境领域的调整方法

名， 只能以调整领域类别法来统领。

与此相适应， 目前的社会主义法律体

创设成果和经验， 我们要有甄别地加

否定环境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 并把

系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

以引进。

环境法纳入调整领域类别法， 只是否

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体系的特

理解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和不

定其与宪法、 民法、 行政法、 刑法、

点为：一是基本领域有法可依， 但具

足， 才能对中国环境法律体系的形成

诉讼法的同类性， 并没有否定环境法

体领域可能存在法制欠缺的现象。 二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理解其里程碑式

是一个特殊领域或者类别的法，也不否

是与社会关系的快速变化和转型相适

的意义和作用 ； 才能洞悉我国环境法

定环境法作为法学二级学科的合理性。

应，法制处在不停的发展和变化之中。

律体系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 ；

从标准来看， 什么是社会主义？

一些与旧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相适应的

才能有的放矢， 找准我国环境法律体

有标准。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问题， 会因为消失而成为历史上

系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 经过本土总

也有标准。 那么，除了前面提到的基

的法律调整对象。 与此同时，一些与

结和国外借鉴， 找到完善我国环境法

本领域有法可以依据外， 中国特色社

新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相适应的社会问

律体系、 解决环境法律问题的合适调

会主义环境法律体系有没有形成的标

题， 如区域生态补偿问题、 动物福利

整方法。

准？我们知道， 法制首先是为政治服

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等， 会成为法律

务的， 因此， 社会主义环境法律体系

新的调整对象或者需要民法、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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