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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社会对资源环境稀缺性和环境价值认同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从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健

全了环境损害评估制度． 环境损害评估的实践活动在科学研究层面对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等相关学

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应用层面不断推动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方法、工作机制、程序导则的形成和完善． 在比较分析

美国、欧盟、日本等环境损害评估国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环境损害评估相关概念、内涵与范畴，系统梳理了各国相关

法律法规、工作机制、技术导则、评估方法、资金来源以及沟通协调等制度内容． 当前我国环境损害评估理论和实践都处于

起步阶段，结合我国当前严峻的环境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了我国环境损害评估的定位和

发展方向，对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损害评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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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whole society gradually realizes the scarcity of natur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value，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evolved and improved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assessment through the practices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n one hand，in the research prospective，the practices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assessment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environmental law，environmental economics，environmental science，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etc． On the other
hand，they constantly promoted and develope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techniques，working mechanism，and guidelines on
procedure in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from US，EU，and Japan，
etc． ，this article identified relevant concepts，content，and scope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assessment，and presented its scientific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t present，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assessment in China are in their
infancy period． Considering current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eatures of China，learning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and raising the ori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assessment have great meaning in exploring the suitable
environmental damage assess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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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环境污染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

2010 年发生的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2012 年广

西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以及近年来国内频繁发生的

铅污染事件，给人类生命财产、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造成巨大损害［1，2］． 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危及海洋、
陆地、河流、地下水、环境空气等各类环境介质，损

害范围包括健康、财产、文化、资源、环境等各个

方面，造成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研究和实践涉及环

境法学、环境经济、环境伦理、环境管理、环境政

策、环境社会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环境监测、
环境化学、环境工程、环境风险、环境健康、污染

生态等自然学科和工程领域［3］． 因此，准确量化环

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和环境保护带来的收益一直是环

境经济、环境管理、环境科学等环境学分支学科关

注的重点领域和热点［4］． 构建完备的环境损害评估

制度体系并不断改进评估技术方法，已成为各国环

境保护实践的重要前沿方向，同时也是推动环境管

理方式转变的一项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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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在自身环境保护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

了独特的环境损害评估制度，将环境损害相关立法

及管理模式、损害评估方法与技术导则、资源环境

价值理念和自然文化传统融为一体，演进出健全的

资源环境保护和环境权益保障体系［5］． 美国、日

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都结合

当地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阶段和特征，开展了丰富

的环境损害评估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对环境损害

评估的定义、目标、对象、内容都做出了明确界定，

成功地形成了类型各异的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环

境损害责任制度［6］． 相比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当前

仍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键时期，频繁发生

的环境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私益损害赔偿还远不到

位，环境公益损害的评估与赔偿仍无人问津［7］． 因

此，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开展环境损害评估的实

践经验，基于我国当前的环境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

阶段特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损害评估制度，

对于抑制恶性环境事件发生，确保环境污染损害的

公私权益得到足额赔偿，维护环境公平正义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1 环境损害评估定义

清晰定义环境损害，并对环境损害的主要内容、
涉及范围和重点关注对象做出说明，是顺利开展环

境损害评估和实现污染防范、责任追究和损失求偿

目标的重要前提． 一般认为，环境损害包括环境私

益损害和环境公益损害两部分，西方国家称之为传

统 损 害 ( traditional damage ) 和 资 源 环 境 损 害

( environmental damage as such) ［8］． 日本学者将环境

污染导致的损害分为舒适性问题和公害问题两大

类，并给出了金字塔型的层级关系［9］． 然而，当环境

损害评估的实际评估目的、对象不同时，所关注的

环境损害对象、程度和范围往往有较大差别． 因

此，笔者尝试基于实际面临问题及需求对环境损害

进行概念区分． 从最宽泛的角度看，环境损害可以

概括为任何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体系造

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的一部分可能在现有

科学技术水平下能够被感知和量化，另一部分损害

虽然实际上发生了，但由于没有对社会经济、人群

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可察觉的损伤还不能被人类清

晰认识． 从广义上讲，环境损害( 广义) 可定义为任

何自然环境系统扰动所造成的社会可感知和量化的

损害，包括可以明确量化健康、财产、社会经济和

资源环境损害，也包括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

系统的隐性损伤，也可以称之为全社会损害． 环境

损害( 中义) 可定义为由于环境污染物质排放或其

他人类活动导致环境参数变化所造成的现行相关法

律所主张的，可量化的对人体健康、社会经济和资

源环境的损害，包括公益损害和私益损害两部分．
环境损害( 狭义) 可定义为由于人类不当活动导致

的对资源环境本身的损害，不考虑对人身健康、财

产等部分内容． 广义的环境损害一般在统计环境污

染导致的社会经济损失中使用，如绿色 GDP 核算、
重大环境事件损失分析． 中义的环境损害一般用于

对污染者的责任追究、损失求偿． 狭义的环境损害

往往只是针对污染行为对资源环境本身损失的量

化，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使用． 基于实际开展的环境

损害评估和赔偿实践活动，可以将环境损害分为人

身健康、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损害 3 大类( 图 1 ) ，

其中人身健康损害又可以划分为显性健康损害、隐

性健康损害、未来预期健康损害和精神损害等; 社

会经济损害可划分为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

和社会影响损失等; 生态环境损害为资源环境价值

损失，从基于恢复的角度可分为污染清理和修复费

用、生态环境恢复和资源环境服务损失等部分．
环境损害评估是指针对指定环境污染行为，采

用严谨的措施或法定的方法和程序对环境损害进行

科学合理的量化评估的过程． 与环境损害的概念类

似，环境损害评估的概念与范畴跟评估对象、法律

依据、主张领域等密切相关，根据污染源、损害受

体、评估方式等不同可分为各种类型． 但要形成完

整的环境损害评估制度则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依

据、完善的评估技术方法标准和全社会较强的环境

意识，3 个方面缺一不可，法律法规方面可清晰界定

各方权责关系、明确评估工作机制和损害赔偿的途

径和方式等，是环境损害评估的基础依据; 技术标

准方面对评估的方法、程序、流程等进行详细规

定，是环境损害量化和评估结果可信的关键环节;

环境意识提高确保了评估过程中信息公开、公众参

与和关切，是顺利开展环境损害评估的重要保障

( 图 2) ．

2 环境损害评估制度国际经验

由于各国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及应对

策略各不相同，环境损害评估在世界各地也呈现出

多元化的特征． 这种差异性最明显体现在各国针对

环境损害的范畴界定和应对措施的区别上． 环境损

害评估在美国称之为自然资源损害评估 (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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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损害 /损失的类型和构成

Fig． 1 Types and constitutions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图 2 环境损害评估制度

Fig． 2 Environmental damage assessment system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NRDA) ［10］，欧盟和加拿

大称 之 为 环 境 损 害 评 估 ( environmental damage
assessment，EDA) ［11］，日本把环境污染损害称之为

“公害”． 下面分别介绍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的

环境损害评估制度和实践进展情况．
2. 1 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完备环境损害评估和

赔偿制度的国家，但早期的环境损害，包括传统损害

和资源环境损害，都是主要依靠普通法来解决问题．
但随着一系列恶性环境事件的频繁发生，引起社会

各界对环境破坏的密切关注和公众的强烈不满，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开始有专门的环境立法主要

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严格责任追究，并在随后的

20 a 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与赔偿的相关立

法、工作机制和技术体系，并随着环境形势的变化

和结合环境损害应对实践经验不断改进［12，13］． 由于

美国最具特色的经验是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完整的

自然资源环境损害评估制度，这里主要介绍美国

NRDA 相关内容．
美国 NRDA 主要针对石油类物质泄露、危险固

体废物不当处置和有毒有害物质排放这 3 种主要类

型的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评估． 在美

国联邦层面，《清洁水法》( CWA，1977 年) 、《综合

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 超级基金法，CERCLA，

1980 年) 和《石油污染法案》( OPA，1990 年) 为 3 部

最主 要 的 环 境 损 害 响 应 和 责 任 追 究 法 律． 其 中

CWA 主要针对石油和有害物质排放污染水体造成

环境损害的评估与赔偿，CERCLA 主要针对危险固

废和有害物质的不当处置造成的场地污染和资源环

境损害进行应急响应、责任追究和治理恢复，OPA
主要针对油类物质泄露进行处置和求偿( 图 3 ) ． 3
部法律中，CWA 和 CERCLA 主要针对资源环境损

害，而 OPA 则对损害评估和求偿的范围作了较大的

扩展，不仅涉及环境公益损害，还涉及较为宽泛的环

境私益损害评估与赔偿．
根据美国联邦 CERCLA 和 OPA 等法律，美国内

政部( DOI) 、商务部( DOC) 、农业部( USDA) 、国防

部( DOD) 、能源部( DOE) 、州政府、印第安部落组

织以及 外 国 政 府 可 以 作 为 自 然 资 源 受 托 人 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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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DA( 图 4) ． 在美国州层面也有相关立法规定，如

加利 福 尼 亚 州 指 定 亚 渔 猎 部 ( DFG ) 负 责 开 展

NRDA，佛 罗 里 达 州 和 新 泽 西 州 指 定 州 环 保 局

( EDP) 负责开展 NRDA，华盛顿州 指 定 州 生 态 部

( DOE) 负责开展 NRDA，明尼苏达州成立了指定州

污染控制署( MPCA) 负责开展 NRDA． 美国 EPA 在

NRDA 过程中主要负责提供环境监测数据、前期污

染清理及环境修复信息等．

图 4 美国联邦和州层面开展 NRDA 的自然资源受托机构

Fig． 4 National and state-level NRDA trustees in US

图 5 美国 NRDA 相关技术导则、模型与手册颁布进展

Fig． 5 Issue progresses of technical guidelines，models and handbooks in US

在美国早期的 NRDA 中，无论从基本理念还是

实际工作上都存在认识不足和缺陷，但随着对问题

认识的不断深入，经过几千个 NRDA 评估实际案

例，美国从立法修订、技术方法和组织实施方面都

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现行的美国 NRDA 经验

已经相当成熟并广范为世界其他地区所借鉴． 美国

NRDA 主要包括 4 个阶段: 预评估期、评估计划期、
评估期、后评估期． 预评估的工作是确定自然资源

或者服务是否受到了损害，这一阶段的工作还包括

响应机构或其他人将事件通知受托人、启动必要的

应急行动、进行必要的取样试验、对处于危险的自

然资源或资源的服务进行初步确认和评估． 如果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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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阶段的结论显示应进行损害评估，则评估者应

制定评估计划，受托人在制定评估计划时，应选择采

用的评估类型． 评估计划制定后，受托人应针对计

划中所选择的不同的评估类型采取不同的执行方

式，由此进入评估期． 在此阶段要进行损害因果关

系判定、自然资源损害的判定与量化，在损害确定

后，通过确定“基线”服务，量化受损害资源提供的

服务数量和质量相对于基线状态的减少程度． 评估

结束后，受托人应编写由预评估筛选确定、评估计

划和有关信息组成的评估报告，且应向潜在责任方

提交交纳损害赔偿金和评估费用的书面要求，将评

估报告作为其附件． 资源对等法、服务对等法、等

值分析法等替代等值分析法，是 NRDA 常用方法，

已经在美国的具体环境损害案例中得到成功应用，

目前欧盟也在其成员国国家中推广使用．
2. 2 欧盟

欧盟的环境损害评估进程明显滞后于美国的实

践并在后期完善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了美国经验． 在

早期(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的环境损害评估中，主

要侧重于人身健康和财产的损害评估．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欧盟成员国开始关注污染造成的生态

环境损害，与美国不同，欧盟针对资源环境损害评估

的立法仅涉及生态环境损害方面，而并不涉及传统

损害的评估与赔偿，仍放在各国传统法中进行解决．
2004 年，欧盟颁布了第一部具有严格环境责任和强

制执行并基于环境污染损害预防和受损生态环境恢

复为理念的环境责任指令( ELD，2004 /35 /CE) ，要

求其 成 员 国 在 3 a 内 完 成 本 国 相 关 法 律 的 转

变［6，14］． 环境责任指令( ELD，2004 /35 /CE) 同时将

资源环境损害的范围严格限定在野生鸟类保护指令

( 79 /409 /EEC) 和自然生境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指令

( 92 /43 /EEC) 涉及的受保护物种及其栖息地、欧盟

水框架指令( 2000 /60 /EC) 中涉及的水生态环境和

对人体健康存在潜在风险的污染土地三大类并做了

不同的责任层级规定［15］． 欧盟分别于 2006 年和

2009 年对环境责任指令( ELD，2004 /35 /CE) 进行

修订，2006 年修订的环境责任指令( 2006 /21 /EC)

针对矿物采选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环境责任进行了补

充规定，2009 年 修 订 的 环 境 责 任 指 令 ( 2009 /31 /
EC) 增加了对存储场地运营工业活动的严格环境责

任补充规定( 图 6) ． 2011 年欧盟针对近海岸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开发和冶炼活动安全规定提出了调整

建议，也涉及对环境责任指令( ELD，2004 /35 /CE)

部分章节的修订．

图 6 欧盟和意大利环境责任指令及相关法规、文件颁布历程

Fig． 6 Development progresses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tructions and relative regulations，and files in EU and Italy

在 2008 ～ 2010 年，欧盟持续 3 a 开展了 ELD 执

行效果分析和资金安全问题研究，向企业界以及其

他 ELD 参与方广泛征求意见，并于 2010 年就 ELD
进展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向欧洲议会提交了咨询报

告． 截至 2010 年，欧盟各成员国才全部基于环境责

任指令( ELD，2004 /35 /CE) 制订了本国环境责任法

律，其中执行较快的成员国有意大利、波兰等国家．
这里以意大利为例进行简要介绍欧盟成员国进展情

况，意大利在欧洲相对较早的提出环境损害评估，在

1986 年意大利环境部成立当年即发布 349 号法令

8561



5 期 张红振等: 环境损害评估: 国际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

严格限定环境责任，要求责任方需要承担恢复费用

并没收非法所得，并于 1997 年颁布了更为细化的法

规( No． 22 /1997) 要求责任方承担土壤、地下水等

固体废物的处置和清理费用，1999 年颁布的 152 号

法规( No． 152 /1999) 开始考虑污染土壤、地下水和

其他自然资源的修复和恢复． 2004 年欧盟环境责任

指令( ELD，2004 /35 /CE) 出台后，意大利在 2006 年

即较早转化为本国法律( No． 152 /2006 ) ，并依据最

新的评估原则与技术方法进行了评估实践．
欧盟环境责任指令( ELD，2004 /35 /CE) 推荐在

评估环境损害和选择适合修复项目时采用资源等值

法( REM) ，该方法又称 REMEDE 工具包，包括初始

评估、确定和损害量化、确定和量化增益、确定补

充和补偿性修复措施的规模、监测和报告五步．
2. 3 日本

20 世纪前期，日本将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作为

总方针路线，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中心，急剧扩

张经济增长，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出现了世界闻名

的四大公害，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日本才开

始正式重视环境保护． 1970 年日本出现环境立法

高潮，将保护人体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作为环境

立法的首要宗旨，并于 1971 年设置环境厅． 基于

日本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特定国情和背景，日

本的环境法规及实践主要围绕人为活动对人体健

康及生活环境的相关损害( 即“公害”) 展开，同时

日本企业界、政府及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权责规定

与欧美有较大差异，比如更加重视健康损害，政府

负有更多对污染修复与生态恢复的责任，参与或

主导恢复环境． 为了应付高经济成长带来的严重

公害，日本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始，直到 80 年

代初，才形成了及时应对公害事件，迅速、简易处

理公害赔偿纠纷，避免诉讼的一套制度体系，并从

最初的“医疗救济制度”向“健康被害补偿制度”转

变． 经过近 10 a 的持续赔付以后，日本开始将公

害应对工作重点开始从“事后救济”向“事前预防”
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才开始进入及时

应对新公害病，并采取相关救济措施的相关制度

完善阶段( 图 7 ) ．

图 7 日本公害相关法规发展历程

Fig． 7 Development progress of nuisance relativ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Japan

日本的公害应对主要针对大规模的人群健康损

害，从产业型公害、生活型公害、潜在或隐性 /累积

性公害赔偿向公害预警与预防发展，要求涉及相当

范围的区域性环境污染并使人数众多的人群健康和

财产损害的事件才由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对此采取

紧急对策． 日本《环境基本法》根据环境介质不同将

公害分为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污

染、震动污染、地面下沉及恶臭共 7 类典型公害，同

时根据公害产生的原因分为产业公害、都市公害、
设施公害、农业公害、旅游公害和开发公害这 6
类［16］． 但公害事实一旦被确定，环境污染造成损害

受害者诉求范围非常宽泛，包括赔偿实际损失、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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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侵害行为、赔偿预期可能的损失． 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日本建立了健全成熟快捷的环境权益维护制

度，同时，形成了生态环境保育理念、先进的环境管

理制度和全民环境维权意识，除强大的司法救济途

径( 包括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 外，还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公害行政救济途径．
日本的环境损害健康赔偿体系分为特异性疾病

患者健康赔偿救济体系、非特异性疾病患者健康赔

偿救济体系以及石棉致疾病患者赔偿救济体系． 特

异性和非特异性疾病的判定过程为: 首先由受害人

提出申请，通过医学检查、医学专家复审、政府作

出最终裁决等方式进行鉴定，通过鉴定后根据“与

污染相关的健康损害的赔偿和防治法”进行损害赔

偿． 对于非特异性疾病而言，赔偿费用包括实际发

生的医疗救治费用和生活补偿费、公害保健福利费

以及事务费，对于特异性疾病而言，《公健法》只负

责认定，具体补偿办法由责任企业与受害团体协商

或签订协议．
2. 4 中国

中国当前的环境损害相关立法和实践还主要关

注环境私益损害的评估与赔偿，正处于逐渐往环境

公益损害的主张和求偿过渡的初期阶段． 在中国近

20 a 颁布的各项法规中，如《民法通则》( 1987 年) 、
《环境保护法》( 1989 年) 、1997 年《刑法》修 订、

2008 年《水污染防治法》以及 2010 年颁布的《侵权

责任法》，都仅对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进行了较为

原则性的规定，主要关注环境污染造成的私益损害，

只有 2004 年《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排污造成的海洋

生态环境损害进行了明确规定( 图 8 ) ． 从 2000 年

起，中国的农业、渔业、海洋等管理部门开始针对环

境污染造成损害的评估发布相关技术文件，如针对渔

业污染事故分别于 2000 年和 2008 年颁布了《渔业污

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管理办法》( 农渔发［2000］7 号)

和《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GB/T 21678-
2008) ，对水域污染渔业养殖和天然鱼类损害的评估

技术做了明确规定． 农业部针对农业环境污染事故

于 2007 年颁布了《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价技术

准则》( NY/T 1263-2007) ，对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损害

评估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评估范围、评估主体和工

作程序还缺乏配套规定． 国家海洋局和山东省分别

于 2007 年和 2009 年颁布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

技术导则》( HY/T 095-2007) 和《山东省海洋生态损

害赔偿和损失补偿评估方法》( DB37 /T 1448-2009) ，

对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量化评估方法

进行了规定． 环境保护部 2011 年发布了《关于开展

环境污 染 损 害 鉴 定 评 估 工 作 的 若 干 意 见》( 环 发

［2011］60 号) 和《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
( 第Ⅰ版) ，尝试启动环境损害评估工作．

图 8 中国环境损害评估实践进展

Fig． 8 Environmental damage assessment practice progress in China

总体上来看，中国构建环境损害评估制度体系

在法律法规、技术导则和工作机制方面都面临不

足． 中国还没有针对生态环境污染责任的系统立

法，虽然对环境损害具有比较明确的上位法规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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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 相关法律

条文还主要关注环境污染造成的显性的人身财产损

失，并且环境污染私益损害的相关机制还不健全，大

多数立法仅做了原则性规定，对人身财产损害评估

与赔偿的工作机制、资金来源和环境污染的救济途

径没有具体要求． 环境公益损害的权责散落在环

保、农业、海洋等不同部门，目前仅有海洋环境污

染对生态环境损害在法律基础和技术导则方面有所

涉及，但仍然存在缺少明确的工作机制，技术方法可

操作性不强，损害赔偿资金来源不足等问题［17］．

3 环境损害评估制度演进趋势

3. 1 法律法规

从发达国家的环境损害评估立法进程看，经历

了从依靠传统法律往环境损害立法转变，立法理念

从最初的被动的环境污染损失赔偿向环境污染预防

和受损生态环境恢复转变，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环

境责任逐渐严格、评估范围逐渐扩大、评估技术逐

渐合理、制度体系逐渐健全． 在环境损害评估立法

的早期阶段，主要以传统民法( 侵权法) 为基础，尝

试在环境法中以市场价值的减少为基础原则来评估

和赔偿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财产属性部分，随后发

展为采用基于替代或修复自然资源的费用来评估和

赔偿自然资源，并认可在生态环境资源恢复期间不

能提供生态服务的期间损失的求偿． 如美国 20 世

纪 70 年代早期的环境损害评估相关法律仅对具有

使用功能的自然资源损害的市场价值实行严格责任

制度，但仍缺乏对损害具体范围的界定和明确的评

估技术方法． 随后在 1977 年的 CWA 和 1980 年的

CERCLA 中，美国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环境损害评估

制度，将生态环境恢复费用、期间损失以及损害评

估费用都纳入评估范围． 在 1990 年 OPA 中，对油类

污染物泄露造成环境损害规定了更加宽泛的赔偿主

体，并对环境污染造成影响损失规定了更加宽广的

评估范围． 至此，美国针对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立

法实现了在私益方面评估和赔偿范围全面完整，在

生态环境损害等公益损害方面也形成了健全的制度

体系［18］． 欧 盟 在 2004 年 通 过 的 环 境 责 任 指 令

( ELD2004 /35 /CE) 基本上吸收了美国的生态环境

损害相关立法经验，但将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作了

进一步明确规定，仅关注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水

体污染和土壤污染这 3 个方面的自然资源对象，规

定污染水体、受保护的珍稀物种及其生境的损害要

恢复至基线水平，而确保修复受污染土地健康风险

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即可．
同样，日本的公害应对相关法规体系也经历了

从传统法向专项法、从有限健康损害赔偿向严格环

境健康责任、从被动健康损害救济向污染预防转变

的历程．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的公害健康损害

救济范围仅包括受害人医疗费用等损失的赔偿． 在

随后的 70 ～ 80 年代，日本逐渐构建并健全了公害司

法诉讼、行政调解等多种健康损害救济途径，救济

范围也从显性损害往隐性损害、新型公害以及未来

预期健康损害等更广的范围拓展．
无论是美国的 CWA、CERCLA 和 OPA，还是欧

盟的 ELD 指令，在立法中对各方权责关系、评估模

式、资金来源等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并充分体现

了全过程环境风险与损害防控管理的理念． 从环境

污染物质泄露发生前环境风险 /损害隐患的预警和

预防、及时上报信息和妥善应急处置、环境污染损

害赔偿与恢复方面对潜在污染责任方的权责进行界

定． 责任方有无过失或主观故意性、是否及时报告

事件并采取恰当应对措施是环境污染事件责任追究

和是否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已经完成了从 20 世纪 70 年代

的环境损害立法薄弱阶段转变为 90 年代的环境损

害足额赔偿阶段，至 20 世纪末已经构建起基于污染

预防和资源环境恢复为立法原则的现代环境立法阶

段转变．
3. 2 工作机制

从当前欧美日等国的环境损害评估实践经验来

看，美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启动环境损害评估工

作，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通过实体性、程序性和可操

作性很强的立法率先形成了健全的环境损害评估工

作机制; 欧盟则通过 2004 年的 ELD 指令开始强化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后，于 2010 年刚刚完成了立法体

系建设，实际工作机制，包括评估主体、评估机构、
技术导则和资金来源等还处于探索阶段; 而日本则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通过近 20 a 的经

验积累，形成了健全的公害应对与预防机制． 当前

中国的环境损害评估还处于法规体系还不健全，针

对环境私益损害的评估工作机制尚未理顺，针对生

态环境损害的评估工作机制尚未形成的初期阶段．
各国环境损害评估的实施与诉求主体在前文已经介

绍，本节主要介绍环境损害评估的专业机构、评估

程序和资金来源这 3 个方面的内容．
美国 NRDA 采取自律管理为主，政府管理为辅

的方式，具有一定技术力量和资质的环境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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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科研机构都可以接受自然资源托管方或潜在责任

人的委托 开展自然资源损害评估． 当前，美国开展

NRDA 的机构处于商业化运营中，一些熟悉 NRDA
相关法规、程序、技术和实际案例经验的公司已经

充分介入到美国的 NRDA 实践中，包括探索和改进

NRDA 过程中的合作机制、修改和改进 NRDA 评估

模型，甚至参与到欧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损害

评估制度体系构建，开展实际案例评估技术援助． 另

外，虽然美国相关法律没有规定 EPA 是开展 NRDA
的主体机构，但在 NRDA 的实践中，EPA 充分发挥自

身在环境污染事件处置前期应急响应、污染修复过

程中的工作基础，与作为自然资源受托人的内阁级别

的联邦政府部门和州政府进行协调配合，在 NRDA 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可以说美国 EPA 在 NRDA 中

的定位充分体现了其环境保护综合协调与监督管理

的职能． 欧盟 ELD 指令将开展环境损害评估的实施

主体、评估机构设置以及运行机制交给各成员国自

行设定． 意大利根据第 152 /2006 号法令，意大利环

境、领土与海洋部为环境损害评估的主管部门，意大

利环境保护与研究院( ISPRA) 是意大利唯一的环境

损害评估专业机构; 波兰根据 2007 年第 75 号环境损

害预防和修复法令，指定波兰环境部为该国环境损害

评估的主管部门; 英国指定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为该国环境损害评估的主管部门．
目前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备且严谨的 NRDA 的

评估程序，在 CERCLA 法案下，针对有害物质泄露

开展场地风险管理与受损自然资源评估及恢复的过

程相互交叉又有各自独立的执行程序( 图 9) ［19］． 虽

然 CERCLA 法案在污染场地清理和修复方面给予

美国 EPA 强大的执行权，比如严格的追溯责任制度

和先执行修复措施后向潜在责任方索赔的权力; 但

在 NRDA 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受托人向责任方问责

在程序上与污染场地修复有明显区别，比如要受托

机构证实污染与自然资源损害之间有直接联系，要

求先进行评估量化自然资源损害，向责任方提起诉

讼后才可以进行自然资源恢复行动． 在 OPA 法案

下，也规定了 NRDA 严格的司法程序以确保受损自

然资源得以精确量化和完全恢复( 图 10 ) ． 与美国

不同的是，日本的“公害”健康损害评估构建了完整

和快捷的行政救济程序． 针对特异性疾病( 水俣病

等) 、非特异性疾病( SO2 污染区) 以及石棉致疾病

健康损害的鉴定评估和赔偿，经过多年的实践后日

本逐渐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救济机制．
环境损害评估和恢复的资金来源保障是确保相

图 9 CERLCA 法案下启动 NRDA 的工作程序

Fig． 9 NRDA working procedure under CERLCA

关法规能够切实得到实施的重要保障． 美国在环境

责任险、基金等其他环境风险社会化分担方面的实

践经验是环境污染污染损害得到切实赔偿和自然资

源损害得到完全恢复的重要基础． 同时也是当前欧

盟推动 ELD2004 责任指令的重点关注内容． 一般可

以将自然资源损害应对资金保障分为两个部分，一

是开展环境损害评估工作的资金; 二是进行环境损

害赔偿或自然资源环境恢复的资金． 虽然两部分资

金在理想状态下都可以向潜在责任方追偿，但在实

际操作中仍需要有充足的运作资金来源． 在美国

CERCLA 法案下，一旦污染场地列入国家优先修复

名录( NPL) ，则 EPA 开展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和修

复方案设计等费用来自于超级基金或者直接向责任

方追偿，但在 NRDA 的案例中，有些场地虽然由于

健康或生态风险不高没有列入 NPL，但有可能存在

可量化的自然资源损害，需要开展 NRDA，有些情况

下是将场地修复与自然资源恢复合为一体开展，或

者在 EPA 开展一些降低风险及修复行动后其他受

托机构在此基础上进行 NRDA，因此，并不是所有的

NRDA 过程的损害评估资金来源于超级基金，如美

国内政部每年有专门的基金( DOI 恢复基金) 开展

NRDA 工作． 同样，在 OPA 法案下，联邦层面 NOAA
等受托机构在开展 NRDA 时进行损害评估的资金

来源一部分来自溢油责任信托基金 ( OSLTF) ． 在

CERCLA 和 OPA 法案下，自然资源环境恢复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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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OPA 法案下开展 NRDA 的工作程序

Fig． 10 NRDA working procedure under OPA

主要来自于向责任方的追偿，部分来自相关的基金．
截止 2012 年，NOAA 共计针对 500 多个污染场地和

50 多次溢油事件开展了 NRDA 工作，恢复了 47 英

里的河流和15 000 hm2 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生态环

境，共花费资金 6. 1 亿美元; DOI 仅 2010 年就通过

NRDA 恢 复 自 然 资 源68 834 英亩，恢 复 河 流 生 境

377 英里，NRDA 的实际费用为 0. 63 亿美元． 相对

美国严格的环境责任制度，日本的“公害”赔偿资金

来源更加灵活的运用了“责任者负担”原则，在特异

性疾病和非特异性疾病的不同地区的综合采用税

收、补偿金、公积金等方式，由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肇事企业、高污染行业以及公众募捐等确保受

害民众的足额赔偿．
3. 3 技术导则

美国 内 政 部 依 据 CERCLA 和 CWA 制 订 了

NRDA 相关的技术导则和评估工作手册，并开发了

相关评 估 模 型; 美 国 NOAA 依 据 OPA 也 制 定 了

NRDA 相关的技术导则和评估软件． 1986 ～ 1987 年

美国内政部根据 CWA 和 CERCLA 最先颁布了分别

针对大型和小型环境污染事件的 Type B 和 Type A
NRDA 技术规范，提出了“较少原则”和以市场价值

评估为主的评估技术方法，并同时提出了针对海岸

带和海洋环境损害评估的模型( NRDAM/CME) 和

软件． 1996 年美国内政部结合司法实践，尤其是

1994 年的俄亥俄州以评估技术方法不够科学全面

为由诉美国内政部案，对 NRDA 规范非使用价值评

估技术方法部分进行了修订，并提出了针对美国五

大湖区域的环境损害评估模型( NRDAM/GLE) ，同

时根据新的技术规范对 NRDAM/CME 模型进行了

修订． 随后，美国内政部土地管理局和国家公园管

理局 于 2003 年 和 2008 年 分 别 提 出 了 指 导 开 展

NRDA 的工作手册［20，21］． 从 1990 年开始，美国商务

部下属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NOAA) 在 OPA 框架下

分别针对 NRDA 预评估、损害评估、主要恢复行

动、恢复计划各个阶段开展了技术规范编制工作，

并于 1996 年颁布实施． 另外，加利福尼亚州、佛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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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达州、华盛顿州和新泽西州还分别根据各自实际

经验提出了简易的 NRDA 程序和技术导则．
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缺少环境损害评估的实践基

础，比如政府部门没有制定相关技术导则和规章，相

关企业环境责任意识不够以及保险等相关行业缺乏

经验，导致欧盟的环境责任指令执行不够． 为弥补

欧盟国家在环境损害技术和资金来源机制上的不

足，欧盟于 2006 ～ 2008 年开展了在欧盟 ELD 指令

框架下资源等值分析技术在环境损害评估中的应用

( REMEDE) 研究计划，并于 2008 年推出了等值分析

工具包( Toolkit) ．
3. 4 评估方法

环境经济学中的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仍然是

环境损害评估的核心，但由于资源环境的服务价值

一直不能在市场中完全体现，欧美的自然资源损害

评估方法演进也在从基于货币化表征向基于恢复成

本的等值分析方法转变［22］，成为无论在美国成熟的

NRDA 实践中还是欧盟“REMEDE”计划都力推的环

境损害评估方法，基于服务对等的等值分析方法得

到广泛认可( 表 1 ) ． 在美国 DOI 和 NOAA 颁布的

NRDA 技术导则中，环境损害评估的全过程涉及到

污染物运移扩散模拟、敏感受体暴露途径和毒性分

析、污染修复与生态恢复方案效果评价、资源环境

损害经济分析等各个方面，涉及现场勘察、数据整

理、计算机模拟和损害量化等具体环节，但都是将

自然资源提供的服务损失作为评估结果，并将资源

环 境 恢 复 至 基 线 状 态 作 为 首 选 方 案 和 最 终 目

标［23，24］． 美国 NRDA 相关法律在因果关系认定和

损害量化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托管机构在提起诉讼

时必须证明污染物质的泄露与自然资源损害之间存

在必然的联系，并且必须量化由于污染导致的自然

资源损害，后 继 资 源 环 境 恢 复 过 程 分 为“主 要 恢

复”、“补充性恢复”和“补偿性恢复”三部分［25，26］．
相比较而言，日本的“公害”健康损害评估方法在因

果关系确认和损害定量化方面的要求比美国 NRDA
要薄弱一些，通过设定指定地区、主要症状、暴露

期限等指标和条件，转而追求相对快捷的半定量处

理模式．

表 1 资源环境损害评估常用方法概述

Table 1 Summary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assessment methods

类型 方法 适用条件 评估内容

等值分析

货币度量

服务-服务 资源对等法

生境对等法

价值-价值法

价值-成本法

揭示偏好 市场价值法

旅行费用法

享乐定价法

陈述偏好 条件价值评估法

选择模型法

能够基于某一衡量单位来定义和估算污染造成
的“损害”和恢复获得的“收益”;

恢复方案切实可行，并能提供相同或相似的服务

“服务-服务”法条件不满足;
恢复方案的费用、时间跨度和评价标准可量化

“服务-服务”法条件不满足;
污染造成的“损害”可以量化，但恢复方案获得的
“收益”难以量化

可以获得市场数据

必须具有支撑评估的调查数据或前期研究发表
数据

一定数量的基础调查数据

一定数量经济学文献数据

评估受损自然资源的所有服务价值，包括
期间损失

评估受损自然资源有限的服务类型，如娱
乐服务价值

主要用于私益损害评估或第三方损失求偿

娱乐服务价值，如钓鱼、野生动物观赏等

环境舒适性服务价值，钓鱼、游泳、划船等

评估非市场服务价值

3. 5 沟通协作

从 OPA 和 CERCLA 法案下的工作机制来看，规

定受托机构在向潜在责任方提出 NRDA 要求 60 d
后才能提起诉讼，也是希望各方能够在谅解的前提

下达成共识． 美国已经开展了数千例 NRDA，仅有

极少数是最终通过法院判罚执行，其中大多数都是

通过协商途径解决．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开展合

作性 NRDA 已经成为主要趋势，美国 DOI 及一些开

展 NRDA 工作的大型评估机构都提出了受托机构

和潜在责任方之间开展非诉讼型 NRDA 的相关协

议规定和工作程序指南． 另外，美国开展 NRDA 的

过程中还非常重视受托机构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如

EPA 与 DOI、NOAA 之间配合基础监测资料共享，

野生渔业、林业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等资源受损联邦

层面、州政府以及其他托管机构和利益关系方的协

调也非常重要，比如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 NRDA
过程中，就提出了有计划的环境影响表述( PEIS) ．
从 NRDA 的程序上看，受托机构在重视自然资源损

害精确量化的同时，越来越重视把自然资源恢复纳

入到评估过程中来，把 NRDA 延伸至 NRDAR，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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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DOI 的 自 然 资 源 损 害 评 估 与 恢 复 计 划

( NRDARP) 和 NOAA 的损害评估、修复与恢复计划

( DARRP) ．

4 对中国环境损害评估的启示

开展环境损害评估是欧美发达国家认识到仅仅

依靠罚款或者其他惩罚性措施无法确保环境污染事

件发生后受损资源环境的足额赔偿和完全恢复后提

出的创新性环境管理强化手段，虽然在实践的过程

中依然面临一些问题，但无疑对于受损人身健康和

财产损害的赔偿以及资源环境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27，28］． 应对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害是一项

包括“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事后处置”的系统工

程，我国目前还缺乏健全的应对机制，往往事发后应

对不够科学合理，事后恢复不到位，主要依靠开展环

境突击检查、风险隐患排查等行政手段，缺少科学

应对的长效机制［29，30］． 我国当前的环境管理面临

“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顽疾，还处于环境污

染造成的私益损害赔偿极不到位，环境公益损害基

本没有得到关注的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

长，我国的环境管理在环境损害评估与赔偿方面已

经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在相关立法方面，我

国还处于私益损害评估与赔偿主张尚不到位的早期

阶段; 在制度构建方面，我国还处于评估机构和专

业人员匮乏的机制尚不健全的阶段; 在评估技术方

面，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环境污染导致健康和财产

损害评估技术体系和鉴定流程; 在资金保障方面，

我国无论是鉴定评估费用还是损害赔偿和资源环境

恢复资金来源都尚未形成通畅的资金保障渠道和社

会化分担机制． 在我国开展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时，

评估过程应具有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支撑，保证评

估结果不能轻易被否定或被提出异议; 与当前我国

面临的主要环境损害问题紧密联系，切实服务于我

国环境保护管理实际需求; 围绕环境风险与损害评

估开展工作，致力于推动该项工作在我国起步并逐

渐完善． 避免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环境损害评估的

缺点和不足，探索适合我国环境保护道路的环境损

害评估实践与学科发展途径． 具体建议如下．
( 1) 健全环境损害预防( 环境风险防控) 、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恢复与赔偿相关法律规章，清晰界

定政府、企业和公众各方权责范围． 逐步过渡到环

境保护优先，环境权益不容侵犯的立法理念，推动环

境侵权责任、环境损害赔偿的可操作性强的专门实

体性立法． 进一步理清环保、农业、国土、水利等

相关部门在资源环境损害评估中的责任和协作机

制，形成完备的环境损害评估机构、人员和监管体

系; 推动环境污染事件处置的信息公开、公众参

与，确保环境损害发生及时披露，建立金融担保、环

境责任险等环境损害赔偿社会保障体系．
( 2) 构建环境损害界定与量化的技术标准体

系． 提出兼具科学性同时切实可操作的环境损害评

估方法体系． 结合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事件应急阶

段、污染修复阶段和生态恢复阶段发生损害的不同

特征，建立适宜于实际评估工作开展的损害分类和

量化方法体系． 建议以爆发频次高，危害大，涉及环

境健康和社会稳定的环境问题为突破口，围绕矿区

典型陆地生态系统损害、突发性水污染事件、污染

场地环境损害和铅污染事件环境损害等我国当前面

临的主要环境损害类型，分类建立相关技术标准与

规范． 根据我国环境管理的阶段性特征，建立分批

次的环境损害评估范围，构建当前阶段和未来全面

完整的环境损害评估范围，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阶段的环境损害问题解决途径，构建并逐

渐完善我国环境损害评估制度．
( 3) 逐步完善环境损害评估资金保障机制． 在

环境损害评估费用保障方面，建立各级政府财政资

金和专项资金为主要来源的评估经费资金保障途

径，逐步过渡到独立基金保障评估工作顺利开展上

来． 在私益损害赔偿资金保障方面，针对典型的具

有重大健康危害或造成财产损失的环境污染事件，

构建政府主导的环境损害赔偿机制，逐步形成以标

准化的行政救济为主，司法救济和纠纷调解为辅的

损失赔偿制度． 在环境公益损害赔偿资金保障方

面，结合自然保护区、主体功能区划、环境功能分

区等环境管理机制，构建不同类型的受损生态环境

恢复专项资金保障机制，逐步形成生态环境恢复独

立基金保障． 最终形成包括专项独立运作基金、高

环境风险企业互助金、环境责任保险等途径的综合

资金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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