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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环境公共利益主体和内容的不明确，加剧了实践中对环境公共利益受损不能实施有效救济
的困境，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对环境公共利益受损实施救济的必要条件。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摘

的最核心问题是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 应确立限定性二元原告主体资格机制。 环保
NGO 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最适格原告。应从法律制度设置和运作模式上保障环保 NGO 参与环境公益诉
讼的最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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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公共利益与环境公益诉讼
公益理念通常以公共利益的方式表述 ，当代世界各国立法日益重视公共利益保护 。但是，公共利益
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由于公共利益的主体、内容不明确，在立法中的表述又过于简单，使得理论界和
实务界就公共利益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 ，在执法中往往混同于国家利益甚至政府利益 ，在司法中缺乏相
应的救济程序。
公共利益是指社会全体成员的整体利益 ； 不是个体利益也不是个体利益简单相加，二者共生又制
约； 包括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不等同于二者，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既有冲突又有叠加； 公共利
益本身亦有冲突。环境公共利益是社会全体成员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对整体环境质量产生的客
观需求，以个体环境权益为基础，但有别于个体环境利益及个体简单相加而形成的群体环境利益 ，包括
国家环境利益和社会环境利益。
国家、社会、团体及个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对环境享有不同的利益需求 ，导致环境公共利益主体
和内容的不明确，加剧了实践中对环境公共利益受损不能实施有效救济的困境 ，建立符合现实需要的环
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对环境公共利益受损实施救济的必要条件 。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与具体案件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特定主体对享有环境与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权的
国家机关因其环境违法行为和企业 、事业单位及个人因污染环境或破坏自然资源而使环境公共利益受
到损害或有损害之虞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 。对国家机关提起的诉讼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对
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提起的诉讼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与一般环境诉讼比较，其最大特点是原告与具
体案件并无直接利害关系； 诉讼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一特定个体的环境利益 ，而是为了环境公共利益； 诉
讼的对象具有广泛性，包括环境与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机关的环境违法行为和企业 、事业单位及公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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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或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 违法行为或污染破坏行为的后果并不仅限于造成损害 ，而是包括可能造成
损害的情况。
但在我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缺乏法律明确规定 。虽然《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 “一切单位和个
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但此处“控告 ”一词
语义含糊，对控告权是否可理解为起诉权存在争议 。依《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及
其他组织无权针对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 依《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规定，则无权提起
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没有设立以保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独立的诉讼种类； 《民事诉讼法 》虽然规
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但与集团诉讼有很大差别，集团诉讼的判决效力及于遭受同一损害的全体受害
人，而代表人诉讼的判决只能对进行了权利登记的受害人产生法律效力 。 而环境公共利益破坏的严峻
现实对环境公益诉讼提出迫切需求 ，从 2007 年起，贵阳、无锡、昆明和玉溪等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相继
成立了环保法庭，开始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 。这一情况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建立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 。
完整的诉讼制度，既应当有针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损私益的救济，也应当有针对公益受损的
救济。对个体环境权益或个体权益简单相加而导致的损害因受害主体明确 ，法律规范相对健全，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 。而针对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 ，因为法律规范不健全，检
察机关、行政机关、环保 NGO 及公民享有的诉权不明确，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的启动存在巨大阻力，这在
事实上等于关闭了环境公共利益损害救济之门 。当前的迫切问题是开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之门 。如果
不能启动环境公益诉讼，这类诉讼所涉及的社会矛盾在现有的冲突解决机制里就难以解决 ，对环境公共
利益的真正保护就无从谈起。
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谁具有原告资格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最核心问题是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 。 在我国，学界和实务
界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提出了不同观点 。从理论上可以把这些观点分为三种： 一种是开放多元
说，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可以由不同主体充当，且多个主体之间排序不分先后，多个主体包括检察
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公民、社区管理机构、后代人、自然物等； 第二种是限定多元说，即将公益诉讼
原告限定为几种，认为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机关、团体可以充当原告，其中，有的学者认为若干主体之间有
排序先后，有的学者则持相反意见； 第三种观点是封闭一元说，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只限于一种 ，持
这一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检察机关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唯一原告 。 实践中，贵阳市规定“两湖一库 ”
管理局、环保局、林业局、检察院等四家单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 无锡市则规定除了各级检察机关、各级
环保行政职能部门外，环境保护社团组织及居民社区物业管理部门亦具有原告资格 ； 昆明市先是规定检
察机关、环保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具有诉讼资格 ，后又排除了行政机关。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呈现不断扩展趋势 ，很多国家逐步以诉的利益为基础确认原告资格 ，扩
张了原告的范围，公民、社会团体、行政机关及检察机关在很多国家都获得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
德国、法国侧重于赋予社会团体以原告资格 ，英国赋予检察长和行政机关及某些机构以原告资格，美国
则确立了宽泛的原告资格原则，并侧重允许私人和社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 不同国家根据国情各有侧
重地确认了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范围 。在我国，学界和实务界认可的潜在主体主要包括 ：
( 一) 检察机关
对于是否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一个争议相当大的问题。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是： 在我国所
有的国家机关中，
检察机关是最适合代表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诉讼主体。检察机关的公共性特征使其
最适合担当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公共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履行职责时不仅是国家权力
的代表，
而且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检察机关为了维护和恢复公共秩序，必须
［1］
”
有所作为。
公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必要构成。我国宪法规定，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权，
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公民、法人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进行监督，
检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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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是国家的审判机关，遇到不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情况时，不能直接进行处罚，只能将违法者提交人民法
［2］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或公众起诉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国
因此，
院审判，
外立法和司法趋势。实践中，
在我国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有 2008 年的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诉
2009 年的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诉东泰皮革染整厂案。
新中兴洗水厂环境污染案，
( 二) 行政机关
政府及政府环境资源职能部门是国家环境利益的代表 ，除采取行政措施外，也有采取司法保护措施
的义务。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日常的环境监督管理权 ，对违反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环境和破
坏生态平衡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并行使相应的行政处罚权。但环境监管与环境行政处罚是以行政手
段解决行政违法现象，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所造成的公众或国家的财产损失等民事权益的保护
却无能为力。“因此，环境行政机关可以以公众受托人和国家环境资源所有权代表人的身份 ，直接对侵
［3］
害公众或国家环境权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 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确认地方政府的环境公益诉
讼原告资格的案例，贵阳两湖一库管理局诉贵州天峰化工公司环境污染侵权案即是典型案例 。
( 三) 社会团体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 ，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行政权分化
的结果。环保团体作为第三部门，能够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积极协调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
突，满足公共环境权益保护的需求。在环境法治较为完善的国家，在环境救济领域，环境团体发挥着主
要作用。比如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环保团体的诉讼活动的推动 。目前，我国
的环保团体大量涌现，正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中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
环境污染侵权案是第一起由环保非政府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贵州省清镇
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案 ”是第一起由环保非政府组织提起的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
( 四) 公民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公益诉讼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的体现之一。公民是公共利益的最终受益者，他们都能从
自身利益出发保护公共利益。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任何公民都是环境的享有者和保护者 ，一旦发生了
环境污染，每个公民的健康权、财产权和享受优良环境的权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或威胁。“在这种
［4］

情况下，任何公民都可以以自己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 ，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很多国家重视公民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的公民诉讼中，并不要求强调原告与案件的

关联度，而是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承认原告的诉权 。私方当事人虽然与该诉讼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 ，但
他们具有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资格 ，是私方检察总长。在我国，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影响力在逐渐扩
大，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应突破利害关系人的限制 ，扩大到无利害关系当事人，以有效遏制侵害环境公
共利益的行为。
三、环保 NGO———环境公益诉讼的最适格原告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是建立宽泛的多元主体机制，还是根据我国国
情于众多主体中选择最佳者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 目前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存在开放性多元
化趋势，这一观点的持有者认为： “每类主体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 而各类主体又有一
［5］
定的互补性。所以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不应是单一性的，而应是多元性的。” 有学者则认为，多
元化机制存在诸多弊端： 首先，起诉主体的开放态势会导致程序效率的低下及司法成本的上升 ； 其次，将
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权利赋予多个不确定主体的做法 ，不利于对受侵害公众的权利予以周全保护； 再
［6］
次，受制于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多元化主体在环境诉讼中很难发挥有效作用 。 笔者认为我国
应选择限定性二元主体机制。“为了实现有限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对可以获得原告资格的人的范围
［7］
必须有所限制” ； 但是，封闭性一元机制有违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不符合环境公共利益主体多元和
内容不确定的特征。所以限定性二元机制是最佳方案。 限定性二元机制内，环保 NGO 是最适格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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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国家行政机关仅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
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超越个体及集团
的私益，是环境整体质量的损害，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的损害。 公共利益虽然与人人相关，但公
民个体或简单的个体集合不能充分实现公共利益的救济 ； 本应成为公共利益主要代言人的国家在很多
情况下也不能全面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环保 NGO 因其自身的特点最适合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 。
( 一) 检察机关不适宜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许多国家的法律中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原告身份参与某些民事公益诉讼 。我国学者亦提出了检察机
关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观点 ，并且提出了很多理由。但是，检察机关不适宜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
原告。首先，检察机关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最大问题在于破坏法律监督权的中立性 。 我国的检察
机关以原告身份介入环境公益诉讼时 ，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原告，又是本庭庭审活动的监督者。 从本质
上讲，诉讼权与监督权是相互矛盾的。诉讼权作为一种被监督的权利，是监督的对象，在利益上与监督
权相互排斥、冲突和对抗。作为监督者必须具有超然的中立地位 ，而诉讼要求以维护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8］
为出发点，这从根本上破坏了监督权的中立性 。法律移植必须充分考虑本国法律制度基本架构。 其
次，从检察机关的职责分析，检察机关并无对环境公共利益损害提起诉讼的权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的职责主要有： （ 1） 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
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 2） 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 3） 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 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
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4） 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 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
监督。（ 5） 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如果在实践中，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是于法无据的。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
公权力的不恰当扩张。再次，“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天然地会更多考虑国家利益，而在某些情况下，
［9］
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并不一致 ” 。
( 二) 行政机关不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原告

如前所述，行政机关具备一定的优势条件，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是必要的，但不应成为环
境公益诉讼的主要主体，理由如下：
首先，按照我国现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机关职能分工 ，行政机关是国家和主要社会公共事务的
管理者，为了对社会进行管理，国家设置了为数众多的行政管理机关 ，几乎每一项社会事务都有相应的
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管理的主要方式是行政执法，这种方式相对于诉讼而言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
排，没有赋予行政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资格的必要 。其次，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一部分纠纷的起因是政
府行政不足，行政机关特别是环保局具有预防和控制破坏环境公益行为的职责 ，在其怠于行使环境行政
职责而导致公益受损的情况下，赋予其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实际是对其怠于行使环境行政权力行为的
认可。再次，行政机关作为多元利益维护者，可能为其他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牺牲环境利益。 国家是
弱者的主要保护者，但不能完全信赖国家在冲突解决中的作用 ，因为国家是一个弱势的公共利益保护
人，很多情况下须服从于工业的绝对性影响 。基于这种理由，应通过社团的抗衡支持在与工业力量对抗
中处于弱势的国家。最后，行政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侵害了公民和环保 NGO 作为原告的选择
权。在行政机关怠于行使环境职责导致公益受损的情况下 ，公民和 NGO 既可以环境破坏行为实施者为
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也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 但如果赋予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实际
上导致公民和 NGO 只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而无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并且民事公益诉讼中可能出现
公民、NGO 与行政机关主体竞合的情形。
政府虽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不是全部公共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政府不是
公共利益的最佳代表者。因此，行政机关不应是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原告 ，行政机关只能参与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而不能参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参与诉讼的行政机关及诉讼事由应限于适当范围 。
( 三) 公民于当前不适合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
公民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最大成效是降低了诉讼的难度 ，但立法上降低原告诉讼资格的司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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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常常受到法官解释的左右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法官对环境公民诉讼原告资格条件日趋保
守化的要求鲜明地阐释了这一点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即使立法规定了公民诉讼，也并不意味着在实
践中任何公民均可以理所当然地以捍卫公益为名任意提起诉讼 ，简单拿法律规定作为依据。“同时，由
［10］
于个别公民诉讼条款的细节规定并不完全相同 ，原告仍然有可能应主张相当程度的利益关联。” 目
前，在我国，降低原告诉讼资格条件，赋予公民原告资格参加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虽
然赋予公民原告资格是未来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必然 ，但就环境保护现实需求而言，这一做法显然
操之过急。
首先，从根本上说，环境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广泛性，而公民利益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公民个
体利益的分散导致很难形成普遍的诉求 ，而环境公共权益主体虽然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 ，但仍可以通
［11］
过授权和设置意思形成、表达、执行机构来形成、表达、执行自身的独立意志 。 其次，公民个体资源有
限、法律素质不高、权利意识淡漠都会影响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实际效果 。 再次，很多学者提及了
公民诉权扩张可能导致滥诉，加重法院负担，造成公共资源的另一轮浪费，引发环境公益诉讼秩序混乱。
因此，现阶段，在我国公民不宜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 。
( 四) 环保 NGO 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NGO 是指具备组织性、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特征的社会组织［12］。 亦称第三
部门、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等。借助社会力量弥补国家力量不足是现代法治国家有效管理社会的必然 ，
分散的个体社会成员囿于个人兴趣 、能力、信息、教育背景等因素，难以全面参与社会生活，大量公益团
体涌现，当公民个体难以有效介入诉讼活动时 ，合理的公益代表机制可以保证公益诉讼的效果 。
各国普遍认为赋予非政府组织诉权以解决公益纠纷和实现社会公益目标是可取的 。很多国家在立
法中逐渐强化非政府组织在保护环境公益中的作用 。美国是最早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确立公民诉讼制
度的国家，同时亦强调集团诉讼在公益诉讼中的作用 ，法院一般承认保护自然资源、风景、历史文物的公
民社团具有原告资格。2001 年的地球之友诉莱德劳案表明最高法院对待环保团体的开明态度已回复
到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的水平。意大利法律规定，某一组织经申请可获得永久性环境保护组织证书 ，从
而取得为捍卫环境保护方面的抽象或一般性利益而提起诉讼的资格 。 在德国，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
的民事公益诉讼主要是以团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 根据德国法律，“团体诉讼是指有权利能力的公益
团体，基于团体法人自己的实体权利，依照法律规定就他人违反特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或无效行为请求
［13］
法院命令该他人终止或撤回其行为的特别诉讼制度 ” 。
在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国家，环保 NGO 已成为普遍原告，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环保 NGO 具有
如下优势：
首先，环保 NGO 是利益博弈中环境公共利益的最佳代言人 。 政府承担必要的经济发展职能、行政
职能和再分配职能，这些职能涉及不同利益群体，从而导致政府与各类利益群体发生复杂的利益关系，
政府有可能沦为优势利益集团的工具 ； 而环保 NGO 以保护环境公益为目标，是生态法人，“是以追求生
［14］
态利益为唯一目的的人” ，不具营利性，在多元利益格局中独立于政府，因此，经济市场化和利益结构
多元化的背景下，只有环保 NGO 能坚守环境利益，监督政府行为。 其次，环保 NGO 成为主要的环境公
益诉讼原告有助于政府环境保护职能的充分实现 。行政权自产生伊始到今天，大体经历了限权、授权、
控权和分权等阶段。在我国，政府环境管理的主要问题是环境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环保 NGO 作为环境
公益诉讼的主要原告可以尽可能地弥补政府环境公共物品提供之不足 。虽然政府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参
与环境公益诉讼，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但这只是政府环境职能的一部分，政府的主要环境职能依
然是对环境资源进行行政管理。再次，公民个体的利益偏好，必然会影响其对环境公共利益的选择和判
断，因此公民提起的环境诉讼往往是代表那些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一种或几种环境利益 ，而环保 NGO
恰恰可以改变这种局面，因其是非营利的，在其活动过程中，除了公共利益之外，并不存在自己特殊的利
益追求，更有可能成为公共利益的真正代表 。而且，在我国，随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强大 ，公民有可
能受到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其诉求可能达不到充分、全面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效果。 而环保 NGO 立
足于理性的环境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角度能够全面反映环境公共利益 。 面对大型企业及企业集团，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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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资源不足，不具备资金和专业优势，而非政府组织，作为第三部门，为公民在追求公共目标的过程中
得以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了中介 ，能在很大程度上纠正原、被告双方的悬殊力量对比。 最
后，因为环境公共利益主体和内容的不确定性 ，导致一个环境公益诉讼中存在多重利益交织现象，既有
私人利益的冲突，也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甚至还有不同性质的公共利益的冲突，如果采用多
元化模式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每个被赋予公益诉权的个人、组织或机构都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提起公
［15］
益诉讼，“针对同一被告有可能形成平行诉讼 （ parallel proceedings） 的局面” 。如果检察机关、行政机
关、社团、多个公民均就同一法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如何解决公益诉权竞合的情况？ 而与公民、行政机
关、检察机关相比，环保 NGO 具有明显的优势，明确环保 NGO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最优原告资格地位 ，
能够更有效地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
当代，环保 NGO 的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其作用也在迅速扩大。在美国发生的环境公民诉讼中，绝
大部分是由环境团体发动的，虽然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给予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最宽泛的资格要求 ，但
鲜有公民提起环境诉讼，环境诉讼多数是由环保 NGO 提起的。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深化，公民社会逐渐成长，社会团体迅速增加，种类增多，独立性增强，合法性加大。 环保非政府组织已
成长为一个非常活跃的第三部门 ，积极参与环境公益事业，因此，环保非政府组织具备成为环境公益诉
讼原告的社会基础。
四、保障环保 NGO 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最优资格的具体途径
现代社会，社会团体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力量 。为充分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应赋予环保 NGO
诉权，应从法律制度的设置和运作模式上保障环保 NGO 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优资格。
( 一) 司法活动中正确解释和适用环境公益诉讼条款
公益理念以不同用语的方式散见在许多法律中 ，有的以“公共利益 ”一词直接在法律条文中使用，
［16］
有的只是包含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其他用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六条规定： “一切单
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单行环境法

律中也有类似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五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
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这里的控告，应当包括向环境行
政机关和人民法院起诉两个内容 。对这些隐含的公益条款应当发挥司法活动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赋予
法官较大的裁量权，由法官在个案中对公益条款进行具体的解释和适用 。
( 二) 确认环保 NGO 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团体诉讼，其中就包括以维护环境利益为宗旨的环保 NGO 的诉讼资格，但我国
法律缺乏对环保 NGO 的原告资格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应授权环保 NGO 诉讼资
格。环保 NGO 的诉权是由法律授予的，法律应规定，环保 NGO 对某一涉及环境公共利益的事项有不受
次数限制的可以重复行使的诉权，无须该组织的授权，环保 NGO 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进行诉讼，无须与
其成员列为共同原告。而且环保 NGO 的诉权不同于代表人诉讼，代表人诉讼适用于环境私益相加而形
成的诉讼。对环保 NGO 的诉讼主体资格条件的规定有两种立法模式 。一是美国模式，承认各种环保团
体有一般的诉讼权利，团体提起诉讼不需要履行特别批准手续 ，仅由法官在具体的诉讼中审查该团体是
20 年间，几乎所有主要的联邦环境保护法
否具有本案的诉讼资格。1972 年的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后，
都包含有一个公民诉讼条款，旨在授予环保 NGO 普遍原告资格，一般用“任何人 ”（ Anyone） 来表述，这
个“任何人”既指公民也指环保 NGO。二是德国模式。 德国的团体诉讼不承认所有的团体享有平等的
诉权，而是仅某些实体法律授权的团体有当事人资格 ，其他团体并不能因声称公益目的而自动享有诉
权。
建议中国在环保 NGO 原告主体资格的确认上采纳德国的立法模式，这要求环保 NGO 成为环境公
益诉讼的原告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以避免美国模式的弊端。德国的社会团体享有公益诉权，必须具备
如下条件： （ 1） 具有权利能力； （ 2） 诉讼的目的属于该团体章程所规定的目的 ； （ 3） 为担保团体有进行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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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的充分经济能力，须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 4） 团体应当具有一定数目的成员，其所能代表的观念具有
普遍性。
我国法律应明确环保 NGO 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适格条件。首先，完善环保 NGO 的“合法化 ”生存
空间，通过社团法赋予环保 NGO 恰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明确其法人地位。 其次，完善环保 NGO
自身组织建设，包括环保 NGO 的组织机构、资金来源、人员组成等问题，环保 NGO 应有意思表示机构、
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受制约的资金处理办法 ，其成员应充分考虑代表的阶层、地区、行业利益，须包含一定
比例的专业人士，代表的观念具有普遍性。社团法应对环保 NGO 进行分类，将环保 NGO 分为全国性组
织和地方性组织两种，这两类组织因宗旨、章程不同，相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及诉讼能力也有差别 。
法律对全国性的环保 NGO 的设立应规定高于地方性 NGO 的条件，要求其章程明确规定全国性环境保
护目标，组成人员具有普遍的阶层、地区及行业代表性，可以针对全国性的任何侵犯环境公共利益的行
为提起诉讼。地方性环保 NGO 应明确具体的环境保护区域或事项，限于指定地区登记，其活动范围限
于登记区域及登记事项，只能在有管辖权的法院针对特定区域的环境公共利益或特定环境事项提起公
益诉讼。
( 三) 保证环保 NGO 的法律地位与其实际属性对等
在我国，与环保 NGO 属性最为接近的法律实体是在各级民政部门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
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登记注册、并为《民法通则》所承认的社会团体。 他们通常面临
双重管理体制下的登记困境和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公益目的不能充分实现的尴尬 。 而且，一方
面，一部分环保 NGO 独立性和公益性不足，而另一部分符合非政府组织定义标准的环保 NGO 却不能获
得合法身份。因此，应尽快制定社团法，改革有关社团登记管理方面的法律，取消民政部门作为“登记
管理机关”的规定，取消“业务主管单位”，单设社团管理部门，既改变双重管理体制的制约，又可以加强
管理。
保证环保 NGO 独立决策性。作为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和章程要求，环保
NGO 的行为不应受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 ，因此，法律应明确政府与环保 NGO 的权限。
保证环保 NGO 的资金来源。应建立一套可行的针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非政府组织
的税收优惠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非政府组织本身的优惠； 二是对非政府组织捐赠者的优惠 。我国对非
政府组织的税收政策不明确、不具体、不系统。税法应明确体现出对非政府组织的界定、对不同类型的
非政府组织减免的税种、减免幅度等规定。
( 四) 明确环保 NGO 与行政机关及其自身成员的环境诉权划分
应建立以环保 NGO 为主要主体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 ，环保 NGO 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优原告。
环保 NGO 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唯一原告 ，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最优原告 。行政机关不应成为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自然资源主管机关仅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案件中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赋予政府机
构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起诉资格 。……应在立法中为每一项自然资源确定具体的代表机构，
［17］
只有权责明确，才能保障求偿的顺利进行” 。环保 NGO 和自然资源保护机关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类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都具有主体资格 ，且环保 NGO 序列优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环保 NGO 以自己的名义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无须成员的授权，其成员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这
与“一事不再审”原则并不冲突，因为环保 NGO 与其成员个体的诉权是同时存在的，环保 NGO 的诉权
并不能涵盖其成员的诉权。社团诉讼与代表人诉讼的差别之一 ，在于前者是基于公益提起，而后者是基
于私益或私益之和提起。
五、结论
因此，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认定应采限定性二元原告主体资格机制 ，检察机关不适宜
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公民于当前不适合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 ，环保 NGO 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
最适格原告，特定国家行政机关仅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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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laintiff’s Choice of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in China
Yi Yuanyuan1 ，Wang Shuyi2
（ 1．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Law School of Jiang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56； 2． Law School，
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The indetermination of the subjects and contents of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aggravates the
plight that it fails to provide effective relief for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damage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Establishing a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of the relief to
the damaged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 To establish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the
key problem is to make clear the main subject scope of the plaintiff of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 restrictive binary plaintiff subject qualification mechanism shall be established． The environmental
NGO is the most qualified plaintiff of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optimal qualifi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al NGO to participate in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hall be ensured by the
mode of setting and operating a legal system．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laintiff； Environmental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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