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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生物多样性各单行立法

应确立生态完整性评估的基本制度
彭 峰

□ 我国第一部流域法《长江保护法》 中首次规定了“生态完整性” 法律制度。 中

共中央、 国务院今年 10 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再次明确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与立法中生态完整性评估制度的重要性。

□ 虽然对于生态完整性的理论框架科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但法学界应关注的是生

态完整性评估制度的程序设计问题， 如监管主体、 评估机构的资质条件、 评估

机构的独立性保障、 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等。

□ 在科学评估结果的基础上， 才能对责任制度作整体设计， 并对多主体间的权责

进行合理的分配。 因此， 建议将该制度作为未来生物多样性各单行立法中应确

立的基本法律制度进行程序性制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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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理论】

法典化的早期史

作者：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法典化” 是近代以来出现于英美法系之外的大陆法

系及其他各国法治建设的一场运动， 即使以判例法为中心的英美

法系也在这一场运动中逐步向大陆法系靠拢。 以民法典的编纂、

实施为契机， 是否将 “法典化” 推向其他部门法域， 也在中国法

律界引起了热议。 从法典化的早期史可以得知， 古代世界五大法

律文明都有曾经编纂成文法律的历史， 尤其是古代美索不达米

亚、 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罗马， 不仅出现了成文法律， 出现了法

典和法典化运动， 而且其水准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成为近代以后

法、 德等大陆法系各国法典和法典化的基础。 人类法典化的早期

史证明， 法典化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最重要成果， 也是现代国家走

向法治之路的最佳选择之一。

【刑法典】

刑法的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

作者： 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由于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 凡是规定了犯罪与刑

罚的罪刑规范均属于刑法， 故刑法典之外的特别刑法， 并不是

“异类的” “唯一的、 排他的” 法律； 相对于民法领域， 既可以

说刑法原本就是解法典化的， 也可以说刑法并未解法典化。 不管

再法典化是否以解法典化为前提， 由于涉及刑事立法方向的相关

重要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国当下不宜对刑法进行再法典化； 基于

理想主义的法典观、 刑法应追随民法典的观念以及刑法修正案立

法方式的特点所提出的尽快对刑法进行再法典化的各种主张， 均

难以成立。 民法典并不直接影响刑法典分则的体系安排， 并非只

有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国家法益的体系安排才可能与民法典相

协调； 将来对刑法分则实行再法典化时， 可以按保护法益的类型

采取小章制。

【环境法典】

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作者： 吕忠梅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环境

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 法学博士）

摘要： 按照建立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目标， “适度法典化”

成为中国环境法典编纂的合理选择。 “适度法典化” 模式下的环

境法典的体例可采取 “总则-分编” 结构。 总则编提取出 2014

年环境保护法的公因式， 规定可以统领全局和普遍适用的立法宗

旨、 基本原则、 管理体例和引领性制度等内容。 分则编整合部分

现行法律法规， 对法典调整的事项进一步详细规定。 由此， 编纂

方法上需要界定 “生态环境” 基石概念， 厘清环境法律关系； 以

“生态环境法典” 命名， 采取 “双法源” 模式； 以可持续发展为

价值目标， 以 “生态环境” 为基石概念， 以法律关系为体系化工

具， 构建环境法典框架体系。

【行政法典】

论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及其对行政法体系的

整合
作者： 关保英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教授， 博士生

导师）

摘要： 目前我国的行政法体系尽管已有各个板块的具体构

型， 但从总体上看仍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错位， 如理念法源低于

规范法源、 基本原则表述的具体化、 各部类典则分布不均等。 行

政法典总则的制定， 为行政法体系的整合提供了良好契机， 行政

法体系的完善也依赖于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 通过行政法典总则

整合行政法体系， 可以采取定性行政法体系、 勾画行政法轮廓、

厘清行政法边界、 确定行政法体系的内部结构、 处置行政法体系

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进路。 行政法典在对行政法体系进行整合

以后， 将形成以行政法治理念编、 行政法原则编、 行政组织法

编、 公物和公用事业编、 行政程序法典编、 行政救济法编、 行政

监督法编为内容的体系构型。

2021 年 10 月， 联合国 《生物

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在昆明成功落幕。 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于同月

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

见》）， 明确提出 2025 年我国生物

多样性建设的总体目标 ， 即 “到

2025 年， 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

护优先区域和国家战略区域的本底

调查与评估， 构建国家生物多样性

监测网络和相对稳定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空间格局，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左 右 ， 森 林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24.1% ，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7%左右 ， 湿地保护率达到 55%，

自然海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35%， 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保护

率达到 77%， 92%的陆地生态系统

类型得到有效保护， 长江水生生物

完整性指数有所改善， 生物遗传资

源收集保藏量保持在世界前列， 初

步形成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机

制， 基本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

政策、 法规、 制度、 标准和监测体

系”。 可见， 《意见》 中明确了生

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与立法中生态完

整性评估制度的重要性。

《长江保护法》首次引

入生态完整性评估制度

我国第一部流域法 《长江保护

法》 首次规定 “生态完整性” 法律

制度 ， 该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 ”

评估制度， 即 “由国务院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

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建立长江流域

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 组

织开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评

价， 并将结果作为评估长江流域生

态系统总体状况的重要依据”。

生态完整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诠

释： 一是指生态系统在特定地理区

域的最优化状态下， 具备区域自然

生境所应包含的全部本土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学进程， 其结构和功能没

有受到人类活动胁迫的损害， 本地

物种处在能够持续繁衍的种群水

平。 二是从生态系统的系统特性阐

述， 认为生态系统健康、 抵抗力、

恢复力及自组织能力是主要体现，

包含生态系统健康、 生物多样性、

稳定性、 可持续性、 自然性和野生

性以及美誉度， 是物理的、 化学的

和生物的完整性的总和。 国际上有

关生态完整性评估的主要框架， 包

括基本生态系统特征评估框架、 生

物完整性指数评估框架、 三层次评

估框架、 生态系统完整性评估框架

等。 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估是生

态完整性评估中的一种方法。

外国法中的生态完整性

评估制度设置

在世界各国的法律框架中， 都能

找到生态完整性评估制度的影子。 生

态系统完整性最早在加拿大被提出，

作为科学评价指标用于系统指导国家

公园生态系统管理和修复 。 加拿大

1988 年 《国家公园法》 将维护生态

系统完整性确定为国家公园分区和使

用管理的首要原则， 并使用评估生态

系统完整性的基本框架评估各个国家

公园的相对生态完整性 。 加拿大水

法、 海洋法及欧盟的沿海地区综合管

理政策， 都很重视保持生态完整性。

美国的 《清洁水法》 将恢复和保

护国家水体化学、 物理和生物的完整

性作为其主要目标。 类似于我国 《长

江保护法》 的美国 《普吉特湾水质保

护法 》 也规定了生态完整性评估制

度 。 2007 年， 华盛顿州立法机关通

过该法， 旨在通过制定和实施有科学

依据的重点行动来恢复普吉特湾流域

生态。 该法规定建立一个综合性生态

恢复框架以处理 “土地、 水、 各种物

种和人类需求之间所有的复杂关联性

问题”。 该法明确规定作为水质恢复

健康指征和目标的底栖生物完整性指

数评估制度， 还设立一个新的机构，

作为其规划和执行的协调结构， 并且

要求成立专家咨询机构， 包括科学专

家组和生态系统协调委员会。 它还规

定采用明确和可衡量的生态恢复目标

以及开发一个能够跟踪和报告生态系

统恢复进展情况的监测系统。

将生态完整性评估作为

后续立法的基本制度

早在 200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

首次将 《自然保护区法》 列入立法计

划， 2018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将 《国家公园法》 列入立法计划。 十

九大以来，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作为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受到

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2019 年 1 月

23 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审

议通过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

自 《长江保护法》 通过后， 我国

《国家公园法》 的立法起草工作也在

稳步进行中。 《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 也明确了国家公园改革任务

是 “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 完整

性保护为基础， 以实现国家所有、 全

民共享、 世代传承为目标， 理顺管理

体制 ， 创新运营机制 ， 健全法治保

障， 强化监督管理， 构建统一规范高

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 建立分

类科学 、 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 ”。 我国的 《国家公园设立规范 》

（GB/T 39737-2021） 中已经将生

态系统完整性作为设立国家公园的认

定指标之一。 《国家公园考核评价规

范》 （GB/T 39739-2020） 也将生

态系统完整性作为国家公园重要的管

理目标之一。

基于生态完整性的复杂特性， 生

态完整性的具体理论框架至今在科学

界未能达成共识， 但法学界应关注的

是制度构建问题， 在生物多样性立法

中， 应着重关注生态完整性评估制度

的程序设计问题， 如监管主体、 评估

机构的资质条件、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保障、 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等， 这些

制度设计有待进一步在生物多样性相

关立法中明确。

对于评估主体而言， 例如 《长江

保护法》 中的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估制

度的实施责任主体规定由农村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牵头会同其他部门一起进

行， 但是该制度的核心应当是保障评

估的独立性， 在生态环境事项上， 某

一个部委很难对省级地方政府实现强

约束， 明确该制度的程序设计及事权

分配是很重要的。 生态完整性评估是

一项系统性工程， 建议由国家综合部

门牵头进行， 各主管部门更适合作为

技术支撑部门。

此外， 如果一项评估制度不能跟

责任制度相联系， 其实际效果就会大

打折扣。 不论对哪一类生态要素进行

保护， 在生态完整性的整体制度设计

上， 需要分清不同的综合部门、 主管

部门 、 分管部门之间的 “运动员 ”

“裁判员” “监督员” 等角色。 在问

责制上， 可以尝试纳入中央环保督查

制度中进行设计。

目前， 我国的环境法体系框架主

要包括污染防治法、 自然保护法、 自

然资源法等三大子体系， 而在生态文

明理念的指引下， 自然保护法体系正

在逐步向生态法体系转型， 生物多样

性法应属于生态法子体系的范围内。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世界各国公

认的一项环境法基本制度， 特别在我

国污染防治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生态法体系建设中， 同样需要一个类

似的评估制度对生态系统被破坏、 目

前保护或已经修复到什么程度等状况

进行科学评估， 只有建立在科学评估

结果的基础上， 作为一个标准， 才能

对责任制度进行整体设计， 对多主体

间的权责进行合理的分配。

从 《长江保护法》 首次引入生态

完整性评估制度， 率先规定了水生生

物完整性指数评估， 实际上是在国家

立法层面将生态完整性评估制度适用

于某一生态要素领域的先行试水。 因

此， 正在进行的 《国家公园法 》 起

草， 以及未来的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

的建设， 建议将该制度作为未来生物

多样性各单行立法中应确立的基本法

律制度进行程序性制度建构。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研究员）

■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建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