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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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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修正案 （ 八） 》 将 刑 法 第 ３３８ 条 修 改 为：

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 最后，从修改刑法第 ３３８

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

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 将环境权作为保护法

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益与将环境本身作为法益，对处罚范围不会产生明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

显影响。

“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

条的立法目的也可以看出，对污染环境罪应当采取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由此产生了三个

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意味着环境刑法

重要的争议问题。 第一，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是

实行二重保护：一是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等个人

什么？ 第二，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构造是什么？ 第三，

法益的保护为中心的刑法规范，二是将环境媒介、动

污染环境罪的责任（ 罪过） 形式是什么？

植物等生态法益予以保护的刑法规范。 仅侵害了环

一、保护法益
纯粹人类中心的法益论认为，只有当环境污染

境的行为也能成立本罪，通过侵害环境进而侵害了
个人的生命、身体、环境权等法益的，同样也能成立
本罪。

行为具有间接地侵害人的生命、 身体、 健康的危险

二、行为构造

时，才能成立环境犯罪；与生命、身体、健康没有关系
的环境，即使是一种公共利益，也不是刑法所保护的
法益。

（ 一） 行为犯与结果犯
就污染环境行为对环境法益本身的危害而言，

纯粹生态学的法益论认为，环境犯罪的保护法

污染环境罪既包括行为犯也包括结果犯；但就对人

益就是生态学的环境本身以及其他环境利益。 但仅

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法益的危害而言，污染环境罪

采取纯粹生态学的法益论，也并非没有疑问。 首先，

只能是结果犯。 所谓同一刑法条款不可能既是行为

最为典型的是，刑法对危害人类的物种、生物等进行

犯又是结果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现有的相关

灭杀的行为，并没有予以禁止。 其次，环境犯罪对环

司法解释并不是将逻辑上无法共存的犯罪类型强行

境行政法的从属性，意味着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

使之共存，而是由于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的特殊性，

的从属性。 最后，从纯粹生态学的法益出发，这种观

使行为犯与结果犯可以共存。 同时，又由于环境本

点不完全符合我国的现状与刑法规定。

身的复杂性，使一个行为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

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克服了前两种学
说的缺陷，是值得赞成的一种学说。 首先，法益的内

结果犯。
（ 二） 危险犯与实害犯

容，在宪法性目的的框架内，会随着历史的变化与经

一个犯罪究竟是实害犯还是危险犯，同样取决

验性认识的进步而不断变化。 在环境日益遭受人为

于保护法益的内容。 在污染环境的行为对环境本身

破坏，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时，刑法

造成了严重污染，但没有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

就需要保护环境。 即使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来说，

产等造成实害，却依然成立污染环境罪时，相对于生

环境本身也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 其次，采取生

态学的环境这一法益而言，就是实害犯，但相对于人

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与刑法第 ３３８ 条的规定相

类中心的法益来说，只能是危险犯。 既然污染环境

吻合。 再次，污染环境罪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而

罪对人类中心的法益只是抽象的危险犯，所以，不需

这里的国家规定是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

要提出危险判断的具体标准。 只要采取生态学的人

而所有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事实上都采取了生态

类中心的法益论，污染环境罪相对于不同的法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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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既可能是危险
犯也可能是实害犯。

三、责任形式
故意包含了对结果的认识与内容，过失包含了

为本罪是混合罪过。 以《 刑法修正案（ 八） 》 之前的
案件与判决为根据，说明现在的污染环境罪可以由
过失构成，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 有学者认为，《 刑
法修正案（ 八） 》 之后认定为污染环境罪的案件，不

仅有故意排污的情形， 而且也有过失排污的情形。

对结果的预见可能性，而结果是对法益的侵害与威

第四，相关公约与国外刑法规定的根据。 欧洲公约

胁，所以，保护法益的确定影响故意、过失的内容，因

与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刑法规定，可以为我国的刑

而影响责任形式的确定。 刑法理论之所以对污染环

事立法所借鉴，但不能直接作为司法根据。 第五，法

境罪的责任形式存在激烈争论，一个重要原因是对

定犯不必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的根据。 这一观点也

本罪的保护法益与结果内容存在不同认识。

不无商榷的余地。 法定犯的故意与过失之间的伦理

（ 一） 过失说

谴责性差异不大，并不意味着责任的区别不大。 第

过失说提出： 污染环境罪的主 观 方 面 是 过 失，

六，相关法条的根据。 持混合说或者模糊罪过说的

“ 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

学者们，不是以刑法的多数法条为例来说明污染环

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后果，因为疏

境罪的责任形式，却要以明显不当的立法例为根据

忽大意而 没 有 预 见， 或 者 已 经 预 见 而 轻 信 能 够 避

证明污染环境罪的责任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

免” 。 过失说虽然有一定的理由，但存在明显的疑
问：第一，刑法条文的文理是否表明某种犯罪为过失

犯罪，需要通过分析其用语含义得出结论。 在 《 刑

过失。 这在方法论上就令人怀疑。
（ 三） 故意说
本文对污染环境罪的责任形 式 采 故 意 说。 首

法修正案（ 八） 》 之后，从刑法第 ３３８ 条中找不出污

先，刑法第 ３３８ 条没有任何一个表述显示污染环境

持过失说的学者一般会同时认为，行为人对违反国

构成，但故意的内容只要求对污染环境的基本结果

家规定倾倒、排放或者处置有害物质这一行为本身，

持认识与希望或者放任态度，而不需要对人身或者

则是明知或者有意为之的。 这显然是对污染环境罪

财产的损失持认识与希望或者放任态度。 最后，行

的保护法益存在不当理解，或者没有将生态学的人

为人对“ 后果特别严重” 不必持故意，只要有过失即

染环境罪可以由过失构成的任何文理规定。 第二，

类中心的法益论运用到故意、 过失的心理内容中。
第三，如果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过失犯罪，就会缺乏

罪可以由过失构成。 其次，污染环境罪虽然由故意

可。 第一，《 刑法修正案（ 八） 》 对第 ３３８ 条的修改，
显然从纯粹人类中心的法益论转向了生态学的人类

对应的故意犯罪。 第四，污染环境罪存在大量的共

中心的法益论，于是对结果的要求明显降低，因而符

同犯罪。 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过失犯，既不符合刑

合结果要件的范围明显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故意说

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不利于处理现实生活中的
污染环境案件。 第五，只要行为人对生态学的法益
侵害持故意，或者对人类因环境污染而遭受危险或
者侵害持故意，就足以成立故意的污染环境罪。 从

不会缩小处罚范围。 第二，《 刑法修正案（ 八） 》 之所
以没有提高法定刑， 是因为保护法益的变更， 使得

《 刑法修正案（ 八） 》 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入罪的门槛，
事实上反而降低了入罪的门槛。 在这个意义讲，实

保护法益的角度来说，将本罪确定为过失犯，是不合

际上是隐性地提高了法定刑。 另一方面，将污染环

适的。

境罪确定为故意犯罪，不会导致所谓罪刑不相适应。

（ 二） 混合说

第三，只要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并且将

混合说（ 双重罪过说） 认为，污染环境罪的责任

严重污染环境本身作为基本犯的构成要件结果，就

形式既可能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或者说，本罪的

足以肯定行为人在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或

责任形式包括故意与过失。 混合说的另一种表述是

者有害物质时，对严重污染环境的构成要件结果本

模糊罪过说。 第一，立法原意的根据。 将立法原意

身持有故意。 在此并没有混淆所谓刑法上的故意与

作为根据，其实是最没有根据的。 根据刑法第 １５ 条
第 ２ 款的规定，既然无法判明本罪包括了过失，当然
意味着本罪只能由故意构成；既然无法判明本罪包

一般生活中的故意。 第四，过失排污导致环境严重
污染的情形，在《 刑法修正案（ 八） 》 生效之前尚可以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治罪，按照故意说现在反而不

括了过失，就不应当认为把过失排除于该罪的罪过

能构成环境污染犯罪。 在本文看来，这或许是故意

形式之外不符合法条的文义。 第二，司法解释的根

说的批判者提出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唯一问题。 不

据。 当刑法条文缺乏过失犯的文理根据时，不能因

过，故意犯也能妥当处理这一问题。 总之，污染环境

为司法解释存在某种表述，就将其作为 “ 法律有规
定” 的根据。 第三，司法实践的根据。 有人以司法
实践对本罪的处罚既有故意犯也有过失犯为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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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基本犯的责任形式只能是故意，不可能是过失，
因而也不能采取混合说或者模糊罪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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