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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绿色法庭法 》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李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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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2．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要： 通过创新司法制度以回应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绿色法庭
法》的国家。该法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局限性给中国以重要启示： 环境权法定是环境司法发展的前提
摘

和基础； 环境纠纷性质影响环境法庭构建 ； 接近正义权是环境司法制度的核心内涵； 合法性依据是环境
法庭构建和环境司法发展的制度保障 ； 法律制度也可以帮助实现环境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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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30 年来，一些国家通过创新司法制度以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 。最好的实例是印度最高法
［1］
院的绿色法庭，它受理印度公众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 作为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的发展中
国家，印度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环境保护现实 。为此，印度议会于 2010 年 6 月通过了《绿色法庭法 》（ National Green Tribunal Act，
2010） 以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和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的持续发展。 该法
的颁布实施使印度成为全球第一个颁布专门绿色法庭法的国家 ，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建设环境法治 、实
现环境正义、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
一、印度《绿色法庭法》的缘起
法律制度是社会需求的反映。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故等一系列环境污染与破坏事件为印度《绿
色法庭法》的衍生奠定了社会基础，印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著名判例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推了该法的产
生，这些判例为创造性回应“是否需要环境法庭 ”所发生的争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在 M
C Mehta v Union of India 一案中［2］，印度最高法院认为，因为环境案件经常涉及对科学数据进行评估 ，所
以有必要在区域层面建立环境法庭对环境纠纷作出裁判 ，该法庭应该配备一个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官和
［3］
两个专家。在 Indian Council for Enviro-Legal Action v Union of India 一案中 ，最高法院再次表示需要
建立环境法庭以便能够迅捷地处理有关环境问题的刑民事案件 。 另外，在 A P Pollution Control Board v
Professor M V Nayudu 一案中［4］，最高法院提到应该建立环境法庭，并认为环境法庭的益处在于吸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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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科学方面的专家意见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项内容 。它建议印度法律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详细研究 。这些
判例见证了印度绿色法庭（ 环境法庭） 的成长过程。
环境纠纷的科学技术性与复杂性等特点及印度环境司法实践所遇到的困境成为印度绿色法庭构建
和《绿色法庭法》产生的直接动因。为了应对环境保护实践之需要，印度最早于 1995 年和 1997 年颁布
了两部法律，即《国家环境法庭法》和《国家环境上诉委员会法 》，以此为依据分别建立了印度最早的两
个环境法庭，即国家环境法庭 （ NET） 和国家环境上诉委员会 （ NEAA） 。 前者对涉及环境影响评价的行
政管理决定进行审查，后者对有关环境污染清除活动方面的诉讼请求进行有限管辖 。 鉴于这两个法庭
［5］
建立目的局限性等因素的阻碍，“它们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 ” 。 于是，绿色法庭的构建成为急迫之需
要。

为了发挥绿色法庭的应有作用，追求能够实现的、开放的和迅捷的环境正义，在印度法律委员会的
推动下，印度《绿色法庭法案》（ National Green Tribunal Bill） 于 2009 年起草完成。 虽然印度律师、退休
法官、学者及民间组织等对该法案的初稿都表示出严重关切 ，认为该法案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但经过印
度议会专门委员会———国会科技、环境与森林常设委员会的研究，几经争论和修订之后，印度下议院与
上议院分别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和 5 月 5 日通过了该法案。该法案于 2010 年 6 月 2 日由印度司法部公
告通过，其名称也由印度《绿色法庭法案》变更为《绿色法庭法》。
二、印度《绿色法庭法》的主要内容
印度《绿色法庭法》是印度履行 1972 年《斯德哥尔摩宣言 》和 1992 年里约热内卢环境大会所规定
［6］
国际义务之举措。该法是第一次对“环境权是生存权之内容 ”的司法注解 。 该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下
述几方面：
（ 一） 立法目的
［7］
立法目的是立法理念的体现。正如该法开篇所言 ： “本法旨在通过建立绿色法庭以高效、迅捷处
理环境保护、森林与其他自然资源养护方面的案件和执行有关环境的法定权利案件 ，对人身和财产造成

的损害及相关损害给予救济和赔偿 。”它反映了印度建设绿色法庭的初衷： 通过处理环境保护和资源养
［8］
护等环境纠纷案件以实现高效的 、迅捷的、公正的环境正义 。 印度发生于上个世纪的博帕尔农药泄
漏事故至今给印度公众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心理创伤 。保障环境权益日益成为印度公众的诉求和立法机
关的最大义务。基于此考量，印度《绿色法庭法》将追求高效、迅捷的环境正义作为它的价值追求 。
（ 二） 法庭建制
绿色法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建制 。为了解决曾经发生的环境法与多学科问题的性质之争，法
庭组成既包括司法人员，也包括专家成员。如，为了保障公正审理环境纠纷案件，该法对司法工作人员
和司法专家的任职资格作了匠心安排： “若非最高法院的法官或者高级法院的首席法官 ，其他一切个人
［9］
均无权通过任命成为绿色法庭的主席或司法工作人员 。” 此项规定反映了绿色法庭地位的特殊性和
重要性，也为司法人员创设了一个必备条件 ，即必须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和经验 。专家成员包括来自生
［10］
命科学、物理科学、工程学或技术方面的专家 。 专家组成员必须具有不少于五年的实践经验或不少
［11］

于十五年处理环境事务的管理经验
会科学家却无用武之地。

。有趣的是，对于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或熟悉环境与职业风险的社

为了保障环境诉讼得到公正、有效判决，该法在法庭人员的任期、离职与福利待遇等方面作了具体
规定。如该法第 7 条规定： 绿色法庭的审判人员与专家人员任期 5 年，不得连选连任。最高法院法官被
任命为绿色法庭主席或司法工作人员 ，年满七十岁的，不得继续任职 …… 就任职人员福利待遇，该法第
9 条规定： 绿色法庭的主席、司法工作人员、司法专家的工资福利待遇方面，一经任命，不得因任命之后
的地位劣势而有所区别。
（ 三） 诉讼管辖与职权
绿色法庭对解决环境纠纷设有初审管辖和上诉管辖程序 。就法庭的初审管辖而言，绿色法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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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所有与环境有关的实质问题 （ substantial question） 的民事案件，也管辖由于实施本法附件Ⅰ所列法
［12］
［13］
律而引起的实质问题的民事案件 。何谓“与环境有关的实质问题 ”？ 该法第一章作了明确规定 ：
“与环境有关的实质问题包括： （ 1） 某人违反特定的法定环境义务———（ A） 社会整体上受到或和可能受
到环境后果的影响，而不是个人或个人所形成的组织受到或很可能受到环境后果的影响 ； （ B） 对环境或
财产的损害是实质性的； （ C） 对公众健康的损害是非常明显的。（ 2） 环境后果是由于某一特定活动或点
源污染所导致。”此外，为了防止绿色法庭所作判决对当事人私权利的侵越 ，该法第 22 条规定： 当事人
可以行使上诉权直接请求印度最高法院予以裁判 。
为了督促环境诉讼当事人行使诉权 ，保障自己权益，该法第 14 条第 3 款对诉讼时效作了规定： 除非
当事人在起诉理由第一次出现起六个月之内提起诉讼 ，否则法庭将不予受理。 如有阻碍当事人申请之
［14］

充足理由存在，法庭可以再给予当事人 60 日的宽限期。该法又规定

，有关救济、补偿、将财产或环境
恢复原状等诉讼请求应该在赔偿或救济原因第一次出现之日起五年内提起 ，否则法庭不予受理。 如有
阻碍当事人申请之充足理由存在 ，法庭可以再给予当事人 60 日的宽限期。 为了实现法庭之功能，印度
《绿色法庭法》规定绿色法庭享有民事法庭根据印度《民事程序法典 》所享有之全部职权，这些职权包
［15］

括

： 法庭有权拟定自己的程序规则； 召集当事人出庭及要求当事人宣誓 ； 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文件材

料； 质询委员会提供之证人、证据与证明文件； 复审决定； 驳回当事人缺席之申请或作缺席判决； 撤销驳
回当事人缺席申请或缺席判决之命令等方面 。
（ 四） 接近法庭（ access to tribunal） 之资格
接近法庭之资格即诉讼主体资格 。它决定着环境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运行 。为了充分保障受害人的
［16］
利益，印度《绿色法庭法》规定，有权向法庭提起救济或赔偿或纠纷解决之诉讼请求之人包括 ： （ a） 受
到伤害之当事人； （ b） 受到财产损失之所有者； （ c） 由于环境破坏而致死的受害方，由该被继承人的所

有或任何法定代表人提起； （ d） 由上述规定人员合法授权之代理人 / 机构； （ e） 任何权利受损害方，包括
任何代表机构或组织； （ f） 依照《环境保护法》或其他相关法律之规定建立之中央政府或邦政府或某一
联邦土地管理局或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或邦污染控制委员会或污染控制委员会或地方当局或其他环境
保护部门。
（ 五） 环境诉讼原则
诉讼原则是法庭审判活动所应遵循的准则 。为了惩治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对人身、财产或环境的
［17］
危害，印度《绿色法庭法》明确规定 ： 绿色法庭在做出命令、决定和判决时，将适用可持续发展原则、风
险预防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 。该法也因此成为明确适用这三项原则的第一部印度立法 。除了一般适
用上述三原则之外，在责任承担领域，该法还分别规定了公平原则与无过错原则。 如，为了防止环境污
染与环境破坏之事故发生，该法第 17 条第 3 款作了“绿色法庭适用无过错原则 ”之规定。 根据该法之
精神，上述审判活动与责任追究之原则都应该遵循“自然公正原则”之普通法理念。
（ 六） 执行手段与配套规则
执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纠纷的有效解决和法律目的之实现 。 为了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
［18］
产权与健康环境权，印度《绿色法庭法》规定 ，绿色法庭可根据不法行为人违反本法及本法附件Ⅰ所
列法律之规定，根据环境侵权之具体情况予以及时救济 ，即通过对财产和人身的损害赔偿和将受损害之
环境恢复原状等方式来实施救济 。与此同时，严厉的制裁措施也是令行禁止的重要保障。 虽然该法规
［19］
定绿色法庭的性质为民事法庭，但绿色法庭也具有刑事处罚的权力。 如该法规定 ： 凡不遵守绿色法
庭之命令、裁决或决定者，将被判处三年以下监禁 （ imprisonment） ，或 1 亿卢比以下罚金，或监禁和罚金

并处。如果上述违法行为继续发生，在对第一次违法行为进行定罪后，违法行为存续期间将对行为人平
［20］
均每天处以 2． 5 万卢比的额外罚金。对于政府部门及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该法也做了类似规定 。 该
［21］

法也就免于处罚的情形作了规定

：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违法行为是他不知情所致或能够证明他已

尽一切必要之努力以防止此类犯罪之发生 ，则该行为人将免于处罚。”恩威并济，正是实现法律终极价
值之必要手段。
为了有效实施印度《绿色法庭法 》，印度森林与环境部已发布了 11 个配套实施该法的通告。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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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主要就法庭主席与司法人员的人事安排 、财务管理、实践与程序规则等作了具体规定。
三、印度《绿色法庭法》的局限性
《绿色法庭法》的颁布实施开启了印度环境保护的新时代。 依据该法创建的绿色法庭可以增进印
度的环境正义，它“将首次对印度民众所遭受的环境损害事件给予司法救助 。 印度将成为世界上第一
［22］
个拥有如此广泛的专门环境法庭网络的国家 ” 。但很显然，处于发展初期的法律依然存在自身难以
避免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其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 一） 诉讼时效期限规定过严
为了促进环境污染受害人积极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 ，印度《绿色法庭法 》规定了六个月的诉讼时
，
效 在有充足之理由前提下，法庭给予受害人 60 日的宽限期，对于涉及救济、补偿、将财产或环境恢复原
状等诉讼请求则规定了最长五年的时效期间 。在涉及公众健康与环境污染等情形下，此种时间限制显
得不适当。因为环境污染的影响往往是潜在的 、累积的、长期的，需要多年才会产生影响。例如，有色金
属冶炼、采矿及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的砷污染大气 、水和土壤环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 WHO） 的研究
［23］
表明 ，无机砷都是剧毒，暴露在被砷污染的环境中可能产生长期的影响。 如印度的砷中毒问题需要
5—20 年的时间才发生影响。可见，虽然该法为了实现迅捷的环境正义之立法宗旨 ，确定了限制较严的
时效期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此种效率价值的追求很可能导致公平价值的难以

企及。
（ 二） 诉讼费用分担显失公平
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是印度《绿色法庭法》的价值取向。 为了实现该法的宗旨，自该法颁布实
施以来，印度森林与环境部已发布了 11 个配套实施该法的通告，但这些配套规则显然存在争议。 尤其
是印度森林与环境部于 2011 年 4 月 4 日发布的《国家绿色法庭实践与程序规则（ 2011） 》第 12 条第 1 款
规定： “有关损害赔偿的申请或诉讼请求 ，申请人或起诉人需要缴纳相当于损害赔偿总额 1% 的费用，最
［24］
少需要缴纳 1000 卢比的费用。” 该条只规定申请人或起诉人缴纳诉讼费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
受害人保护受损利益。遗憾的是，该规则对不法行为人的诉讼费用却没有作出要求 。因此，此条明显有

失公平，违背了该法的自然公正理念。
（ 三） 行政权侵越导致立法与司法的无奈
该法有关“国家或邦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中拥有十五年行政管理经验 ”的规定，虽然它在某种程度
上体现了对工作人员资历上的严格要求 ，但此条往往也成为印度很多律师、专家和学者诟病的对象。专
家学者们担心，“十五年以上的行政管理经验 ”可能使绿色法庭成为高级管理人员的修养之地，而这些
管理人员对于处理环境管理不善的问题却又无法胜任 。由此，需要确保法庭成员的选举公开透明和公
正。公众的有效监督可以将任用亲信的可能性最小化 ，并鼓励独立、公正地选举从而实现有效的环境管
理。但遗憾的是，虽然印度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就印度《绿色法庭法案 》提出了 12 点修改意见，中央政府
却只采纳了其中的 10 个修改建议，依然拒绝采用下述两个建议： 授权绿色法庭执行自身决定的权力 ； 就
［25］
法案附件Ⅰ中所列法律进行修改需要国会投票表决 。在听取公众意见之后，印度政府依然不愿意对
此条进行修改，反映了印度官僚政治势力的强大以及印度环境立法与司法的无奈 。
（ 四） 立法技术上的局限性
《绿色法庭法》在立法技术上至少存在下述需要改进的地方： 其一，该法前后规定上的欠逻辑性。
该法第 10 条规定绿色法庭的受案范围为与环境有关的实质问题 ，该法第 2 条就“与环境有关的实质问
题”作了解释，将“只救济社会整体上受到或很可能受到损害的情形 ”纳入“与环境有关的实质问题 ”之
内，实质上排除了救济个人或家庭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 。这在根本上与该法实现迅捷、公正的环境
正义的宗旨相违背。而该法第 18 条“接近法庭之资格”中又将个人或法定代理人作为诉讼主体予以规
定，前后规定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其二，法律术语的模糊性降低了该法的确定性 、适用性与权威性。
何谓“对公众健康的损害是非常明显的 ”？ 法律没有对“非常明显的”做出进一步的具体规制，这只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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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律解决纠纷的不确定性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其三，法律的“漠视 ”将非点源污染导致的损害排除
在法律规制之外，大大降低了法律适用范围的广泛性 。法律以一种“默许 ”的方式认可了非点源污染侵
害印度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与环境权的“合法性”。
虽然存在上述局限性，但印度《绿色法庭法》毕竟瑕不掩瑜，其在接近法庭主体资格方面之突破、在
法院受案范围之拓展、在接近正义权方面之创新及绿色法庭构建之合法性依据等方面都给中国非常重
要的启示。
四、印度《绿色法庭法》给中国的启示
2010 年发生的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基本上得到有效处理 ，为何 2011 年康菲公司在渤海湾引起
的石油泄漏事故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 ？ 为何石油泄漏所损害之渤海海洋环境迟迟得不到整治和修复 ？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环境司法制度的阙如和无奈 。松花江石油污染、紫金矿污染及近年多次发生于中国
各地的重金属污染事件已激起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关注 。如何修复被毁坏的
环境和救济遭受践踏的环境权益？ 其正在拷问经营者的良知和中国司法制度的正义诉求 。印度取得的
成功经验和经历的教训为健全中国环境司法制度提供了重要启示 ：
（ 一） 环境权法定是环境司法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无权利无救济。保障没有得到法律“认可 ”的裸体权利始终不是司法的价值追求。 徒具自然法意
义的应有权利游离于各国司法制度之外 。只有将处于应然状态的环境权确定为法定权利才能实现对公
众人身、财产及环境的更好保护。印度经验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虽然印度《宪法 》并没有就环境权作
出具体规定，但印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例将“健康环境权 ”拔到《宪法 》第 21 条确定的基本人权的高
［26］
度 ，为印度法院进一步保障印度公众的环境权益提供了法定依据 。
与印度相比，中国一部分城市虽然建立了一些环境法庭 ，但囿于法定环境权的缺失，中国的环境司
法依然停留在保障受害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有限范围内 ，对于因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导致的生态退化
案例一直得不到有效处理，受损害的环境也一直难以得到恢复和修复 。虽然松花江污染、紫金矿污染及
最近闻名海内外的康菲公司渤海湾石油泄漏事故都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公众一个交代 ，但环境司法手段
始终被排除在纠纷解决之外，受污染和破坏的水环境和土壤环境始终得不到正当 、合理的整治和修复，
其根源在于中国法律没有将环境权赋予中国公众 。因此，以三大诉讼法的修改为契机，确立公众环境权
的法定性依据是促进中国环境司法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 。
（ 二） 环境纠纷性质影响环境法庭的构建和受案范围
由于环境污染和侵害具有长期性 、潜伏性和难以在特定时空予以量化的特点 ，环境纠纷也相应具有
复杂性、技术性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一方面影响环境法庭成员的结构 ，另一方面决定了环境法庭的受
案范围。如，印度绿色法庭的组成人员既包括熟谙法律知识和技能的法官 ，也包括众多的跨学科专业人
才； 既包括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司法专家 ，也包括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的管理者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应对环境纠纷的复杂性和专业技术性 。因此，中国环境法庭和环境司法的发展，也应该借鉴印度经验，
将律师、法官、物理学家、化学家、生态学家、环境学家、水文学家等以及在环境领域活跃的社团与非政府
组织成员纳入环境法庭组成人员之中 。
此外，印度《绿色法庭法》明确将“对人身和财产造成的损害及相关损害给予救济和赔偿 ”作为绿色
法庭对环境纠纷的管辖范围，即基于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环境侵权诉讼及由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所导致
的环境公益诉讼都在绿色法庭的管辖之内 。是否将环境破坏或生态损害列入环境法庭的受案范围，一
直是困扰中国环境司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印度《绿色法庭法 》基本沿袭了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做法 ，
为中国环境司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为了应对康菲公司渤海石油泄漏等事故 ，恢复被损害的环境，
中国的环境法庭应该将环境公益诉讼作为自己的受案范围 ，并赋予公众较为宽泛的起诉权，即公众可以
为了被损害的环境将行为人或组织告上法庭 。
（ 三） 接近正义权（ access to justice） 是环境司法制度的核心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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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知情权、公众参与权与接近正义权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良好的环境管理的三大支柱 。 印度环境
法庭作为专门解决环境、自然资源、土地利用与相关纠纷的准司法机构，为公众享有接近正义权提供了

非常重要的机制，同时也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有利于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一般认为，获得接近正义权
［28］
包括三个基本阶段 ： （ 1） 开始程序： 叩开法院或法庭之门 （ 此阶段需要获得相关信息和知识，具有诉
讼资格，有法律和技术支持，风险承担能力 ） ； （ 2） 中间程序： 能够启动公平、高效、付得起的诉讼程序；
（ 3） 最后程序： 具备有效执行法院或法庭决议的救济和执法手段 。 印度《绿色法庭法 》首先为印度公众
叩开绿色法庭之门提供了制度支持 。在此阶段，该法规定了非常广泛的环境诉讼主体资格 ，有权提起环
境诉讼的主体既包括环境纠纷案件的利害关系人 ，也包括与环境纠纷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作为被继
承人的继承人或无力提起诉讼者之法定代表人 ，还包括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之任何自然人 、代表机构或组
织，
政府部门也有权提起环境诉讼。其次，为了启动公平的诉讼程序，印度《绿色法庭法 》就法庭成员的
资格作了具体规定； 为了启动高效的诉讼程序，该法就绿色法庭对案件的审结期限作了“六个月 ”的明
确限定。但在启动诉讼程序方面，该法的配套规则规定，诉讼请求人“要缴纳相当于损害赔偿总额 1%
的费用”。此项规定的消极意义中国应该引以为戒 。最后，为了有效执行绿色法庭之决议，该法赋予了
印度绿色法庭一系列权力，使之可以对不遵守绿色法庭之命令、裁判或决定者施以民事制裁、行政制裁
［29］
或刑事惩罚 。
可见，宽泛的诉讼主体资格、高要求与跨专业的法庭组成人员及严厉的惩罚与制裁手段成为印度

《绿色法庭法》的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印度公众享有接近环境正义权，成为印度环境司法制度
的核心内涵。针对中国环境法庭建设和环境司法发展的困境 ，扩大中国公众的环境诉权，将环境诉权社
会化，应该成为我国环境司法制度发展的突破重点 。虽然赋予自然人、不同社会主体宽泛的环境诉权可
能存在“滥诉”之担忧，并可能导致社会稳定之政治忧虑，但实践证明，“诉讼当事人最广泛的环境法院 /
法庭并不存在无理缠诉或滥诉的情形 ，因为法官可以驳回起诉及诉讼费用昂贵 。这些法院的实践表明，
压制合法的受害者提起诉讼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导致公众对环境法院失去信心，而对公众进行司法
［30］
救助才是好的安全阀” 。因此，保障中国公众享有充分的接近正义权是解决中国环境司法制度实践
所面临困境的关键。

（ 四） 合法性依据是环境法庭构建和环境司法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环境法庭创建的关键因素在于具有某种形式的授权立法或法律依据 ，为法庭人员的组成、法庭诉
［31］
讼程序的确定、案件管辖与法庭权力等提供正当性。” 《绿色法庭法 》的颁布实施为印度绿色法庭的
构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使得印度绿色法庭这一新的司法制度实践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利于印度环境司

法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国各地环境法庭的司法制度实践缺乏明确的 、充足的法律依据。 虽然我国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七条分别规定 ，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
立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经济审判庭以外的其他审判庭 ，但欠缺基层法院可以设立环境法庭的法律
依据，给中国目前涌现的一大批环境法庭的持续发展带来很大隐患 。 可见，制定于 1979 年、修订于
1983 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在很大程度上已不适用于中国环境保护实践之需要，对之进行修改，为目
前存在的几十个环境法庭提供正当性依据显得极为迫切 。
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印度经验，既在基层法院建立环境法庭，也在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各个级别环境法庭的设立利于解决社会影响程度不同的跨界污染环境纠
纷。虽然中国现有的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各级法院的受案范围 ，但通过司法解释等法律技术方法可以
将各类跨界污染环境纠纷纳入各级法院的受案范围 。如，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九条规定： “中级人民
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 一） 重大涉外案件； （ 二 ） 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 三 ） 最高人
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在市内造成较大社会影
响、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跨界污染环境纠纷视为‘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归市中
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管辖”。与此类似，将在省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跨界污染环
境纠纷作为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管辖 ，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跨界污染环境纠纷纳入最高人民法院第
一审管辖，如松花江污染案件和康菲公司渤海湾石油泄漏案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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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印度《绿色法庭法》在诉讼时效的确定与诉讼成本的界定等方面也给中国提供了重要启迪 。
如该法就诉讼时效作了规定，为了促使利益相关方及时行使自己的诉权，该法规定，“除非当事人在起
诉理由第一次出现六个月之内提起诉讼 ，否则法庭将不予受理。如有阻碍当事人申请之充足理由存在 ，
［32］
法庭可以再给予当事人 60 日的宽限期” 。为了保障受损害方及时采取司法救济的手段修复 、恢复和
补偿自己受损的与环境相关的权益 ，该法又规定，“有关救济、补偿、将财产或环境恢复原状等诉讼请求
应该在赔偿或救济原因第一次出现之日起五年内提起 ，否则法庭不予受理。 如有阻碍当事人申请之充
［33］
足理由存在，法庭可以再给予当事人 60 日的宽限期” 。上述规定给中国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带来启
示： 应该适当延长我国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的时效期限 ，将我国相关环境保护法规定的 3 年诉

讼时效延长为 5 年或 10 年。这是基于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危害具有长期性 、累积性与复杂性等特性的
考量。
［34］
印度有关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成本的确定与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相悖 。按照印度法律的规定 ： 有
关损害赔偿的申请或诉讼请求，申请人或起诉人需要缴纳相当于损害赔偿总额 1% 的费用，最少也需要

缴纳 1000 卢比的费用； 处于中央政府或邦政府发布的指南或指示确定的贫困线以下的损害赔偿申请人
或诉讼请求人无需缴纳相关费用，或者根据 1908 年《民事程序法典 》确定的贫困人口无需缴纳费用。
根据印度法律的规定，作为环境犯罪的被告则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这明显不符合中国法律的公
平原则，应该予以摒弃。印度经验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启示 ： 法律制度可以帮助实
现环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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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ional Green Tribunal Act of India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Li Jianxu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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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ia is the first country to enact Green Tribunal Act in order to response challenge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y innovating judicial systems． The act gives us the following enlightment： legal environmental right is the basis of environmental judiciary； 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disputes is the factor that influ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court； access to justice is the core of environmental judicial systems； legality is the system guarantee of environmental tribunals and judiciary； legal systems are able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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