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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规划作为行政规划的一种，适用一般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手段。但环境问题的整体性、环境
规划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因此，对环境规划除适用一般行政规划
的法律规制外，更重要的在于对规划制定主体、各类环境规划以及环境规划与其他行政规划的整
合。通过整合，协调环境规划涉及的特殊利益关系，最 终 达 到 制 定 和 实 施 环 境 规 划 的 共 同 目
标———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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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administrative project，environmental project can apply to the general legal reg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ject． But the integr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ject make a decision of the special interest relations，which need to coordinate．
Except for the general legal reg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lanning，it is more important to integrate the
project makers，various types of environmental projects，and integrate the environmental project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projec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coordinate the special interest relations，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ject-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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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工业发达国家，环境规划已经成为防治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环境规
划一直是保护环境的传统工具。环境规划是环境政策、目标和措施的具体体现，是环境保护工作的总
［1］

部署，环境管理的核心和龙头，是协调环境与发展、人与环境关系的基本工具

。 然而如此重要的环

境基本法律制度，环境法学界对于其关注度却出奇的低①。可以说，对环境规划的研究是我国环境法
学界研究的空白点。诚然，环境规划作为行政规划的一种，必然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规划有相关性和
共同特征，可以借鉴相关行政法学甚至管理学、工程学等的研究成果。但环境规划作为适用于环境工
作领域的规划，还有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和法律表现形式。 正是其自身的特殊性造就了环境规划涉及
的特殊利益关系，进而造就了对其特殊的法律规制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行政法学、管理学、工程学
等对于行政规划、环境规划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环境保护和环境法学理论自身的特点、规律给予
特殊的法律应对。
一、环境规划的法律属性
（ 一） 环境规划的涵义界定
行政规划②是行政主体在实施公共事业及其他活动之前，首先综合地提出有关行政目标 ，事前
制定出规划蓝图 ，以作为具体的行政目标 ，并进一步制定为实现该综合性目标所必需的各项政策性
［2］

大纲的活动 。 为了实现特定的制度设计而协调各种不同的 ，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过程

。现

代行政以实现国民的福利 、谋求社会的形成为己任 ，必须积极地干预国民的生产和生活 ，而这些积
［3］

极行政活动的实施 ，都是具有一定目标的 ； 所以 ，行政计划化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 行政计划

化渗透到了环境保护领域 ，便形成了以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和目标的规划 ，即环境规划 。 它是对一
［4］

定时期内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所作出的规定 ，是环境决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具体安排

。 对环境

规划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 作为动词理解 ，指制定环境规划的过程和行为 ； 做名词理解 ，指制定后
的环境规划本身 。
（ 二） 环境规划的特殊属性
诚然，环境规划作为行政规划的一个类型，具备了行政规划具有的一切性质。首先，作出环境规
划的主体应当是行政主体，即职权法定性。其次，环境规划具有统筹性、全面性、导向性和协调性。最
［5］

后，环境规划是一个静态和动态的结合体

。此外，环境规划相比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规划还具有其自

身特殊的属性。
1． 规划目的———环境保护。行政规划的目的普遍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北京市住房建设
规划》为例，该行政规划的目的必然是明确北京市政府未来将构建的住房保障体系，其目的指向是社
会发展。再如《汽车产业振兴规划 》，其目的是促进未来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其目的指向是经济发
展。与此不同的是，环境规划的目的主要不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是要求我们依据有限的环境资源及
［6］

其承载能力，对人民的经济社会活动进行约束，以便调控人类自身的活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

换言之，环境规划的目的具有明显的环境保护性。如《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 ”规划 》制定的目的就是
“推进‘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事业的科学发展，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③。
2． 规划对象———环境要素。 通常，行政规划的对象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一个或某一些领
① 笔者分别以“环境规划”、“环境计划”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搜索后得出的结果是近 10 年来（ 2003 － 2012） 仅有一篇核
2010 年第 1 期，第
心期刊以上级别的文章，姬汝茂著： 《论基于乡风文明的新农村环境规划与建设》，载于《社会科学家》，
98 － 101 页。其余研究成果集中在环境管理学、工程学等领域。
② 关于行政规划与行政计划的称谓及其关系问题可参见应松年： 《政府职能的演变与行政规划》，载《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
2006 年第 1 期，第 5 － 7 页。本文统称“规划”，以下不再赘述。
社会科学版） ，
③ 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1〕42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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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如《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其规划的对象就是我国的汽车产业，而《北京市住房建设规划 》的规划对
象是北京市的建筑业。相比而言，环境规划的对象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而是某个或某些环境要
素或污染物。如《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规划的对象分别
是空气和水这两种环境要素，而《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 ”规划 》的规划对象则是汞、铬、镉、铅
和砷等五种污染物。即使有些环境规划从表面上看属于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某些领域的规划，如《环境
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但其核心仍然是针对环境保护提供环境服务，规划的最终对象仍然是各
类环境要素或污染物。
3． 规划依据———环境功能。一般行政规划的主要规划依据是行政区划，如《南京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规划》的适用范围必然是在南京市。相比而言，环境规划的依据不仅仅是行政区划，更重要是依
据环境功能进行规划。《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等环境规
划的出现一再表明环境规划的依据已经不局限在行政区划的范围，其真正依据乃是环境的功能性 （ 如
大气污染、水污染等） 。这一点，环境规划的特殊表现形式———区划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以《全国重要
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为例，其划分的依据不是行政区划，而是从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水资源的角度，
以流域为单元，按照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技术体系的统一要求，共划分保护区、缓冲区、开发
利用区、保留区等水功能一级区。在水功能一级区划的基础上，根据二级区划分类与指标体系，在开
发利用区进一步划分饮用水源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过渡区和
排污控制区共七类水功能二级区①。由此不难看出，环境规划的依据已经突破了传统行政规划的地
域性，突出规划的环境功能性。
二、环境规划的法律表现及分类
（ 一） 环境规划的法律表现
行政规划一般会被冠以“某某规划”的称谓，如《北京市住房建设规划》、《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等。环境规划则不完全相同，目前我国的环境规划主要有三种法律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规划。
此类型同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规划类似，即被冠以“规划 ”的称谓，如《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 ”规划 》、
《芜湖市水环境保护规划》等。这也是环境规划同一般意义上行政规划的相同之处。第二种是区划，
区划是环境规划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环境功能的区划； 规划的依据不仅有区域因素，更突出的是
环境功能因素，如《海南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河北省地面
水环境功能区划》等。第三种是行政规划中的环保内容。环境保护问题、环境保护的因素已经被传统
的行政规划所考虑和体现。具体而言，就是在某些涉及环境保护或环境问题的行政规划中涉及环境
保护的内容。如《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其内容涉及了环境保护的问题。上述法律表现说明，
环境规划既与一般的行政规划有关 （ 如称谓相似 ） ，又有其特殊的法律表现形式 （ 如区划 ） ，对于那些
特殊的法律表现形式需要研究和设计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方式。
（ 二） 环境规划的分类
环境规划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按规划的时间期限可以分为： 短期规划、中期规划和长
期规划； 按照规划的法定效力，可以将环境规划分为强制性规划和指导性规划； 按照不同的环境要素
可以将环境规划分为： 大气环境规划、水环境规划、土地环境规划； 按照规划的内容可以分为土地利用
［7］

规划、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自然资源规划以及城市和乡村规划

。 其中，按照规划的时间和法定效力

进行分类也是行政规划的一个常用分类标准，这也再次表明环境规划作为行政规划的一类，可以适用
① 参见《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 2011 － 2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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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规划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和规制制度。 但与行政规划不同的是，按照环境规划的要素和内容进
行的分类则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规划不涉及或不做区分的，这两种分类的标准也回应了上文对环境
规划特殊属性的描述———规划的目的是环境保护、规划的对象是环境要素、规划的依据是环境功能。
这也再次说明，环境规划具有不同于一般行政规划的类型化方式，需要针对环境规划这些特殊的类型
化方式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设计法律规制制度。
三、对环境规划需协调利益关系的分析
行政规划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制度设计而协调各种 不 同 的，甚 至 是 相 互 冲 突 的 利 益 的 过
［8］

程” 。规划确定过程的所有层次，几乎都是由政治过程、行政过程、经济过程乃至法规范统制过程混
合组成的。规划确定过程是诸种利益的调整均衡过程，既是政治性决断和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整
均衡过程，亦是个别利益的调整均衡过程。每一个利益调整均衡过程都关乎该规划实施的实效性，关
［9］

乎该规划的持续性和可接受性

。环境规划具有的特殊属性，必然带来其协调利益的特殊性，分析其

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将有助于对环境规划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
（ 一） 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关系
根据环境规划所具有的环境保护性的特点，环境规划同一般的行政规划相比着重处理的是经济
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行政规划侧重于对经
济发展，即经济利益的追求和规划； 而环境规划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环境保护，以及在环境保护的前提
下发展有关的环保产业。如《环境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虽然也是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但其前提
和核心均是基于环境保护。从这个角度上说，传统行政规划与环境规划在规划的层面各自代表了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通过制定环境规划以实现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协调。
（ 二） 行政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现代社会，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张、可供使用的资源和资金的短缺、以及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的
［10］

发展，客观上要求行政主体采取措施以统一步调、有的放矢

。环境保护领域亦不例外，也需要各类

行政主体之间就某一环境保护或污染防治事项统一协调。 但在统一协调的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各
行政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只有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才能真正做到“统一步调、有的放矢 ”。环境
规划需要协调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 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在领导、组织、协调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建设环境友好社会、资源节约
［11］

型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 上下级政府之间关于环境规划的利益关系主要

是上下级政府各自的环境规划所涉及的利益协调问题。如全国和各省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对全国
范围内国土功能区的划定，这些规划的实施势必会对有关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如限制、禁止开
发区域必然要限制、禁止相关经济开发活动的，这将会对该区域所在地政府的财政税收、管理、就业等
造成影响。此时就需要根据下级政府的实际情况结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要求在该规划中科学的
划定各类区域和范围。从而实现上级政府的环境规划既满足上级政府整体环境保护的要求，又协调
和考虑了下级政府的相关利益需求。
2． 同级政府之间。前文已述，制定环境规划的主要依据是环境功能，但在按功能规划的前提下
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现有的行政区划。 如按照流域的水污染防治规划，上游地区的政府为了确保全
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的水环境、水生态安全，不得不关停或淘汰一批污染高的“纳税大户”、不得不限
制甚至禁止某些高耗水的行业在本地区的发展。这固然保证了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的水生态、水环
境安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上游地区的经济利益。上游地区的政府因为缺少经济实力的支撑，
环保投入的持续性和积极性可能会大打折扣，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规划的实际效果。 下游政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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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出现环境保护“搭便车”的现象，坐享上游牺牲自身经济发展换来的环境效益，其结果是“贫者更
贫、富者更富”，造成地区间的环境不公平。这就要求规划的制定不仅要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社会的
需要，还要考虑地理、水文、气候、生态和其他自然因素等，将水量分配和利用与水质保护和水生态系
［12］

统维护结合起来

。故环境规划在以环境保护作为规划目的的同时，必须考虑不同行政区划的政府

之间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协调问题。既要保证实现规划的环境保护目标，又不能单纯地、一味地
牺牲部分地区的经济利益。
3． 政府与其所属职能部门之间。行政规划包括政府制定的综合规划和其职能部门制定的专门
规划，如各地政府一般会制定本地区的“十二五”规划，在此基础上，相关职能部门会根据该总体规划
制定某些环境行政专门规划，如环境保护“十二五 ”规划、水污染防治“十二五 ”规划等。 这些专门规
划同总体规划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政府及与其所属职能部门之间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权力分配和
利益分配关系。一方面总体规划需要通过专门的环境规划来具体实现，因为政府的职能是需要各职
能部门实现的； 另一方面，环境规划制定的目标、内容、具体要求等都需要按照综合规划的目标、要求
以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位、判断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划不是一味的限制、禁止经济开发和利用，
而是以综合规划为基础，实现综合规划确定的环境保护目标。综合规划也不是单纯的发展经济，而是
要通过进一步制定环境规划，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换言之，政府的环保职能需要相关职
能部门来实现，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要以其所属政府的统一安排和领导为前提，二者之间相互联系、
互为支撑。
4． 各职能部门之间。由于涉及环境保护的领域广泛，加之我国存在“部门立法 ”的现实，客观上
造成了环境规划制定主体的多元化： 环保、水利、农业、林业、国土、交通、旅游、规划建设等部门均有环
境保护的职能，均有权依法制定有关环境规划。这些由不同部门制定的环境规划之间，就不可避免的
存在冲突、重合、交叉。其中，尤以环保与水利部门在水环境功能区划 （ 环保部门拟定 ） 与水功能区划
（ 水利部门拟定） 在内容上的交叉与重合最为典型。这反映了具有环境规划权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在
环境保护领域的权力、职能的交叉，权力和职能的交叉背后反映的是利益的交叉。在目前“部门立法”
体制无法突破的情况下，具有环境规划权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利益必须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协调。而环境规划恰恰是利益协调的最关键一环，因为规划代表了规划权行使主体在环保领域的目
标和要求，是总体的、宏观的利益需求。规划的层面实现各部门总体利益需求的协调，是与环境保护
有关各部门利益协调的基础和关键。
四、环境规划的法律规制———整合
环境规划作为行政规划的一种，作为一种行政行为，需要得到法律的规制。环境规划在根本上依
［13］

然要受到法律的统制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目前，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规划的法律
［14］

规制问题已取得相当成果，包括对行政规划裁量权的法律规制、行政规划内容的法律规制
［15］

划的司法审查和诉讼救济

、行政规

［16］

、行政规划的程序控制

等。上述行政法学关于行政规划法律规制的研

究成果均适用于对环境规划的法律规制。 除此之外，必须注意到前述环境规划自身的特殊属性以及
由此带来的特殊利益关系的协调。因此，对于环境规划的法律规制有其自身独特性，除上述法律规制
的手段和路径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于环境规划的整合。环境规划的目标一致性、环境的整体性都要
求通过法律规制对目前条块化、分散化的各类、各级环境规划整合并协调利益关系，进而实现环境规
划要达到的共同目标。
（ 一） 环境规划制定主体的整合
我国有环境规划制定权的主体很多，包括各级政府、一定级别的政府职能部门、职能部门的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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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如水利部派出的流域管理机构） 等。这些行政主体的规划制定权之间存在交叉和互补，进而各
自制定的规划之间也存在的交叉和互补。这就要求各类规划的制定机关在行使自身规划制定权的过
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与该规划相关的其他规划制定主体的利益，在充分协调之后再制定有关规划。如
《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第 19 条规定： “国务院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环境保护等部门和两
省一市人民政府①，按照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拟定太湖流域水功能
区划，报国务院批准。”水功能区划本应是水利部门依法拟定的，但考虑到该区划还涉及环境保护和地
方经济发展等相关问题，需要协调部门利益（ 水利与环保） 、地方利益（ “两省一市”） 、环境利益与经济
利益等诸多利益关系。故立法规定水利部门在拟定区划的过程中应当“会同 ”有关主体共同拟定，最
后报国务院批准。这其实为环境规划制定机关的整合提供了第一种法律规制的思路———联合制定。
除联合制定规划以外，还有第二种法律规制的思路———征求意见。如《水法》第 17 条规定： “专业
规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征求同级其他有关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因为
某些环境规划的内容比较专业或具有相当程度的技术性，往往只能由负责该领域管理、对相关领域熟
悉的专门行政主体负责制定。这既是法律的要求，又是环境问题专业性、技术性的必然选择。针对此
类技术性强、专业性强的环境规划，确实无法也没有必要由相关行政主体联合制定。但是考虑到制定
该规划涉及的利益关系，仍然需要相关行政主体参与其中。设计“征求意见 ”的法律规制模式既实现
了各行政主体间的沟通，又保证了规划符合专业性、技术性的特点 （ 征求意见仍以法定的环境规划制
定机关为主） 。但无论是联合制定，还是征求意见，上述法律规制模式无外通过相关拥有环境规划制
定权的行政主体之间的整合，协调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各类行政主体之间的利益，通过利益的协调
进而促使各行政主体更好的实现环境规划的目标———环境保护。
（ 二） 环境规划之间的整合
制定环境规划的主体之间的整合，是保证环境规划整合的一部分。在主体整合为各类、各级环境
规划之间的整合提供了前提和必要条件。在环境规划主体整合的基础上，环境规划之间也需要整合。
1． 上下级环境规划之间的整合。上下级环境规划之间的整合实际上是上下级政府、上下级职能
部门、政府与其所属职能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整合。在这一点上，《水法》为上下级环境规划的整合提
供了很好的法律规制模式。该法第 15 条第 1 款规定： “流域范围内的区域规划应当服从流域规划，专
业规划应当服从综合规划。”这实际上为上下级环境规划之间的整合提供了第一个法律规制的原
则———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划、局部规划服从整体规划。因为流域内的区域规划、专业规划相比流域
规划、综合规划属于下级规划或局部规划，是下级政府或职能部门制定的，必须服从上级政府或职能
部门制定的流域规划、综合规划。 其理由包括两方面： 首先，我国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管理体制； 其
次，环境的整体性要求环境规划必须优先从环境整体进行把握。
《水法》第 15 条第 2 款为上下级环境规划之间的整合提供了第 2 条法律规制的原则———上级规
划兼顾下级规划。该款规定： “流域综合规划和区域综合规划以及与土地利用关系密切的专业规划，
应当兼顾各地区、各行业的需要。”也就是说，下级规划确需服从上级规划，地区利益确需服从环境整
体利益，但在满足上级规划、环境利益的基础上，对于各地区、各行业的利益需求也要协调和兼顾。只
有兼顾下级利益，才能调动下级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保证下级支撑环境保护的权力配置和资金投入，
以期实现上下级环境规划互相配合共同完成环境保护的目标。
2． 同级环境规划之间的整合。同级环境规划之间的整合反映的是同级政府、同级职能部门之间
① ”两省一市“指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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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关系的整合与协调。关于同级环境规划之间的整合，《江苏省地表水 （ 环境 ） 功能区划 》提供了很
好的法律规制范例。前文中说到水环境规划由环保部门制定，水功能区划由水利部门制定，二者间存
在交叉、重复、冲突、漏洞。江苏省在不违反上位立法对于规划制定权规定的基础上，合并水环境区划
与水功能区划，由水利和环保两个部门编制《江苏省地表水 （ 环境 ） 功能区划 》，开全国之先河。 环境
规划的合并适用于那些相互之间功能和内容有交叉但也有互补的同级各类环境规划之间的整合。通
过对环境规划的合并，既保留了同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互补的内容，又避免了因各自制定规划导致
的职能交叉部分的重复和冲突，还不违反上位法关于规划制定权的配置。 在依法制定规划的前提下
通过规划的合并实现利益的协调。
3． 环境规划与其他行政规划的整合。环境规划是行政规划的一个类别，要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协调，环境规划与其他行政规划之间的整合也是必要的，这主要体现了环境保护利益与经
济利益的协调。关于两者如何协调，前述的制定机关的整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此问题。但与
此同时，《环境影响评价法》提供了另一种除规划制定机关整合之外的法律规制路径———规划内容互
相包含。该法第 7 条规定： “国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其组织
编制的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区域、流域、海域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应当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组织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写该规划有关环境影响的篇章或者说明。未编写有关环境影响的篇章或者说明
的规划草案，审批机关不予审批。”换言之，其他行政规划中应当包括环境保护的内容，否则不予审批。
不仅其他行政规划中包含环境保护的内容，环境规划中也应当适当包含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
如《环境服务业“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就是以服务业的发展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其中包含相当的促
进、
引导服务业发展的内容。环境规划与其他行政规划之间内容互相包含实际上是环境利益与经济
利益的互相包含与协调，是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这两大政府管理目标的协调与整合。 规划之间
内容的互相包含说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不是有你无我、相互制约的关
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要实现其相互促进，整合规划、协调利益是关键，规划中互相吸
收对方的内容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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