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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 FROM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ON THE IMPROVEMEN

T OF THE QUALIFICATIONS OF PLAINTIFFS IN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

NTEREST LITIGATION IN CHINA 

Li Yiran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China, 999078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improved, and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en revealed. A 
large number of environmental cases have emerged in an endless stream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which has harmed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and harmed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environment. The legal provisions for the introd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have become a topic we must face. The major requirement for perfecting th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is the adjustment of the scope of the plaintiff. 
The current law imposes strict and chaotic regulations on the scope of the plaintiff,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Based on th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suggest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right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elevant law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rocuratorial 
organs as plaintiffs should be improved. 

Keywords:Environment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Qualification Of The Plaintiffs,Environmental 
Rights,System Construction 

葡语系国家对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完善建议的启示 

李依然 

澳门大学法学院，中国澳门，999078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得以

显露。大量的环境案件随着工业会的推进层出不穷，无不损害了人身健康，也损害了公共环

境利益，令人痛心疾首。出台与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课

题。而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一大要求就是对原告范围的调整，目前的法律对于原告

范围的规定严苛混乱，严重影响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质量与数量。本文结合我国近几年的

立法司法实践提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目前的束缚与问题，又以其他葡语写国家的经验，提出

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建议，建议将环境权入宪并且将社会团体与检察机关作为原

告的相关法律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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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得以显

露。大量的环境案件随着工业会的推进层出不穷，无不损害了人身健康，也损害了公共环境

利益，令人痛心疾首。出台与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而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一大要求就是对原告范围的调整，目前的法律对于原告范围

的规定严苛混乱，严重影响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质量与数量。而这一方面一葡萄牙和巴西

为代表的葡语系国家有颇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 环境权 

环境权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础权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缺乏了基础权利的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不能发挥到最大作用。 

无论是我国大陆还是澳门地区，环境权规定的缺失都直接限制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数

量，而与澳门有着同根同源法律的葡萄牙却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其中很

大一个原因就是在1982年时葡萄牙《宪法》已经承认了公民的环境权。 

（一）必要性 

1.现实性 

从现实角度来说，首先环境权入宪是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致的，只有环境权

入宪，才能更好的发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作用，以做到维护当代人的需要，也不随意破坏

环境，危及后人的权益。 

其次，宪法中很重要的一章即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在现今社会，环境权作为一项公

民权利在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却依旧没有出现在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中，这无疑是一大遗

憾。 

2.法治理想 

就像《宪法》第五条规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谓的依法治国，最重

要的蓝本就是《宪法》，这就要求《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努力解决最严重的问题，努力平衡

各方之间的权利，这就势必应当包括当下大热的环境问题。而反观我国现行法律，虽然《民事

诉讼法》与《环境保护法》在尽力做出规定，但是《宪法》中的缺失依旧难以弥补。 

与我国一样处于经济转型期的诸多发展中国家规定了环境权入宪，因为高度的经济发展

必然会导致付出一些环境上的代价，而只有在把环境权与经济权以同等地位放置在《宪法》中

才能平衡双方利益，更公平的进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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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仅仅只有在环境权入宪之后，才能真正的为公民或其他弱势群体维护自己的环境权利

敞开大门，为完善的环境程序性法律打下坚实的实体基础。在诸如韩国的大陆法系国家之

中，通常是根本大法《宪法》先规定环境权，而后详细制定环境制度的进一步法规。17 

3.可行性 

（1）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得到足够重视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联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中显示，仅各类污染源废水排放总量 2092.81 亿
吨。在2017年末已展开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诸如2017年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发布《进

口废物管理目录》。开展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行业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和固体废物集散地

专项整治行动，实现固体废物进口量同比下降 9.2%，其中限制类固体废物进口量同比下降

12%。 

（2）我国修宪程序相对容易 

纵观我国过去三十六年的修宪历史，已经历五次修订，与一些国家相比（如美国），我国

宪法更年轻化，更容易接受下一次的修订，环境权入宪的程序性阻力不大。 

（3）地方立法经验具有先导作用 

虽然目前我国环境权尚未入宪，但是一些省市已经尝试着进行环境权立法，为日后的环

境权入宪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其中较早的有2002 年修订的《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八条

第二款规定：“公民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任何单位和公民有权对污染

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公民进行检举和控告；有权在受到环境污染损害时要求赔偿。”18最详

细的有2009 年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其中七个有关环境权的条款已经成为

了一个体系，还有2016 年修订的《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19，2009 年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

区环境保护条例》等等。 

2 社会团体 

（一）趋势 

                                                
17 [韩]金钟世：《关于环境权及环境保护为国家目标的考察》，载于《环境法研究》第28卷一

号，第603-605页。 

18 《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八条：公民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 

19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条：公民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

利，有权举报和监督环境违法行为，通过环境侵权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环境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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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葡萄牙是环境保护的先锋，其在立法上也早早承认了社会团体在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其宪法中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有享有有益健康与生态平衡的人类生活

环境的权利和保护这种生活环境的义务。20《环境团体法》中也规定环境保护组织和团体可以

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21 

（二）必要性 

1.社会团体的地位 

社会团体作为社会契约的三方之一，也是另外两方公民与政府之间的重要调和剂，发挥

了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也规制了公民的部分行为。社会团体的数量与日俱增，在现今的社

会中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在澳门等国家地区，甚至已形成社团社会。它们与公民相比，具

有一定的技术与资金基础，具有更强的公益性。它们与检察机关政府相比，具有更强的亲民

性，常作为公民的代表出现。 

2.社会团体的公益性、非营利性与专业性 

环保社会团体，顾名思义，其成立宗旨即是保护环境公益，一大目的就是参与环境公益

诉讼。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环保社会团体确实也在保护环境公益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环

保团体的公益性与非营利性决定其不会因为经济因素或政治迫害而停止环境保护工作，且因

为其不存在私益或其他的利益链条，其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可以一心为公。而且环保组织

作为热忱于环境保护事业的公民的集合，无论专业技术还是财力，相比公民都要更强大，搜

集证据难、专业人才少等问题都能得到部分解决。22同时也能解决当事人众多而造成的司法

                                                

20 葡萄牙《宪法》第66条第1款：任何人都有享有有益健康与生态平衡的人类生活环境的权利

和保护这种生活环境的义务。 

21 该法规定：“环境保护组织和团体可以对有关环境保护的任何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不管

这个环境事件是关系到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也不管其实关乎区域利益还是整个环球利

益，也不管其实关系现代人的利益还是未来人的利益。” 

22 齐树洁：《环境诉讼与当事人适格》，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3

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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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降低的问题。23但又因为其来源于公民，所以同时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这三个特点都

更有利于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完善 

虽然社会团体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有着其他主体不可比拟的优势，而且早在多年前我

国就已出台承认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条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依旧存在着前文所

述的几个问题（数量较少、力量较弱与相关法规严苛混乱）。在上述的环保先锋国家，如美

国、德国、葡萄牙等国家的环保社会团体起步更早，相关法律也已发展多年而日趋完善。我

国的社会团体若想发挥更大作用，还尚需以下的几点努力。 

（1）统一规定且适当放宽环保团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 

当立法者确定环保社会团体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必然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到

底什么样的环保社会团体才能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刚刚起步之时，立法者也是摸索前

进，从而就造成了不同的法律法规对环保团体的资格设置的不甚相同，宽严不一的规定对环

保社会团体和法院的工作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反观上文提到的德国、葡萄牙，他们的立法

通过了详细的论证后才颁布，在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何种主体有权起诉时，这类主体才能更好

的行使诉权。 

当今我国的立法者在确立环保社会团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更多的关注于防止口子开

了之后造成的滥诉扰乱司法审判秩序，从而将门槛设置的较高。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

社会团体刚刚起步，有资格有财力的环保社会团体的数量更是寥寥。相关法律出台时本应调

动环保团体积极性，但是过于严苛的规定却打击了大部分环保社会团体的积极性。就目前的

情况来看，笔者认为，相比于滥诉的担忧，更应该考虑的是降低一些门槛来应对严峻的环境

问题。就如吕忠梅教授建议所说，调整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只要依法在民政

部门登记注册的环境保护类社会团体就有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24 

（2）提高环保社会团体的积极性，对其加大各项支持 

据统计，我国符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资格的环保社会团体有700多家，在案例中常见

的只有中华环保联合会、绿家园、自然之友等耳熟能详的成熟的大社会团体。25若想要改变

                                                

23 [美]萨克斯：《保卫环境：公民诉讼战略》，王小刚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134页。 

24 吕忠梅：《保障社会组织开展公益诉讼需精准施策》，载《中国环境报》，2018.年第3期。 

25 余向阳、苏根荣、刘玉君：《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的体系化构建——以国家生态安全为视

角》，载《政府视野》，2017年第9期，第4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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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局面，除了放宽门槛放入更多的环保社会团体，还要调动现在这700余家环保社会团体的

积极性。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金与技术上的支持是最调动积极性最重要的方法。环保社会团体

的非营利性决定其不能通过任何商业行为来获取资金，主要只能依靠政府拨款。政府拨款的

政策倾斜就成为了资金支持的最佳方法。此外，还可以通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的优惠等来

吸引更多社会上的捐赠。26有了资金的支持，环保社会团体也可以更好的吸引专业人才来进

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工作，打造更专业，懂环境也懂法律的队伍。 

有了各项支持之后，可以建立诉讼激励机制。具体包括降低诉讼成本、减少诉讼障碍，

27也包括对环保社会团体的量化考核，依据其起诉量与胜诉量对其进行考核激励。 

3 检察机关 

随着201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2018年《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的出台，检察机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继符合有关规定的社会组织和机关以外

又一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 

（一）趋势 

环境污染问题出现更早的欧美国家其环境公益诉讼经过经年的发展大多将检察机关纳入

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其中以法国为开端和代表。 

而身处南美洲的巴西，也许因为亚马逊雨林遭到严重破坏的惨痛教训，也成为了该大洲

的环保先锋，在1981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就规定了检察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地

位。1985年的特别法《民事公益诉讼法》进一步肯定了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1988年的时候检

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权利被写入《宪法》。2829 

（二）必要性 

1.与行政机关相比：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的最佳代言人 

                                                

26 张云卉：《环保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复旦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第25页。 

27 张怡、徐石江：《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困境与对策分析》，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
12期，第35页。 

28 张钊：《巴西检察机构在环境法实施中的角色和职能》，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第3页。 

29 Bernardiana de Pinho，Humberto Dalla, The role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Prosecution i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al under Brazilian Law: The Case of ‘Favles’ in the City of Rio de 
Janeiro,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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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因其广泛性等特点，通常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即

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而鲜少直接损害个别、特定公民、法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权益。当损害

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时，具有维权意识的公民、法人自会主动出击提起诉讼，但是

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时候，抽象的国家却不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一般来说，当社会公共利益

受到侵害时，由国家代表社会公众 向侵害者追究责任，然而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是不能以原告

身份来提起诉讼的，通常情况下是由国家授权某些国家机关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代表，向法院提起诉讼来追究侵害者责任。30在我国，能代表国家利益提起诉讼的只有行政

机关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早在2012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就被纳入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原告范围。 

与有关行政机关相比，检察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有着不可比

拟的优势。尽管行政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也尽量保持中立，但是在业务范围上常

与污染企业等有着联系，所以难免先入为主，不够公正。而检察机关在介入诉讼之前都是这

场环境纠纷中的局外人，更公正超脱的来进行诉讼。尽管行政机关也在努力吸纳人才，但是

复杂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诉讼参与人有着较高的要求，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经过经年的法

律甚至环境法律和民事诉讼法律的学习与培训，更能胜任国家利益代表的角色。 

2.与公民、社会组织相比：检察机关是实力最雄厚的原告 

因为环境问题的潜伏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广泛性等特点，注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比

一般的民事诉讼更难起诉也更难胜诉。被告一方通常是为盈利而排污的大企业，财力、物力

甚至懂法律的人力都较为充足，公民与社会组织作为原告却很弱势，而检察机关却有足够的

资源与被告相抗衡。这样一来，许多公民与社会组织没有实力，也打消了向法院提起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的意愿。 

检察机关天然拥有公权力，代表着国家来行使权力。一些排污企业因自己是纳税大户，

当地龙头企业而称霸一方，甚至威胁公民与社会组织，却也敌不过检察机关丰富的诉讼经验

与国家支持的雄厚财力。 

                                                

30 王莉：《检察机关提起、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载《人民检察》. 2011年第14期，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