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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探析
———以受害人损失弥补为视角
肖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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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环境侵权损害通常具有潜伏性和滞后性的特点 ，其损害后果往往要经过较长的潜伏期才会
显现出来。公司在存续期间的污染行为，其损害后果可能直到公司终止后才最终显现出来。 为弥补环
摘

境受害人的损失，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在公司和社会两个层面建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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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态，环境侵权损害通常具有潜伏性和滞后性的特点 ，其损害后果往往要经过
较长的潜伏期才会显现出来。由此在现实生活中就引发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 公司存续期间污染行
为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后果事实上早已存在 ，但是直到公司终止后才最终显现出来。 公司终止并不意味
着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也会随之消失 ，由于我国法律法规中缺乏对公司终止后的环境侵权责任的
规定，那么当环境侵权的潜在损害后果在若干年后显现 ，如何弥补受害人的损害，使其获得充分、及时的
补偿和救济，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为解决这一困境，有必要在我国建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
担机制。
一、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1］
第一，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是“污染者负担 ” 原则的具体体现。“污染者负
担”原则是环境法确定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责任归属的一项基本原则 。 按照该原则，当环境侵权行为造

成相应后果之后，造成环境资源破坏的单位和个人理应承担恢复整治环境资源的责任 ，支付环境侵权所
造成的损失及治理污染的费用。但目前我国在处理环境污染事故时 ，一个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当公司进
行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行为之后，行政管理机关重拳出击，肇事企业随之被依法关停。 依法关停污染企
业，看似实施了最严厉的处罚措施，但这种“严格执法”的背后却往往忽视了对环境受害者的损害赔偿 ，
反而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因为依法关停意味着公司失去了其法律资格 ，已经终止的公司自然不需要再
为之前的环境侵权行为继续承担责任。“被关停 ”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些企业逃避承担环境治理和损
害赔偿的借口或对策，其遗留的一大堆问题只能由受害人和社会去承受，从而造成了目前“企业污染、
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恶性循环。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有助于矫正一些污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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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环境当成“免费品”的错误认识，防止污染企业把污染行为造成的环境代价转移给社会，有助于真正
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第二，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是公司承担全过程环境责任的要求。 当今时代，公
司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之外 ，还应当承担起包括环境责任在内的社会责任，这已经是全社会的共
识。为实现公司的环境责任，法律按照不同的时间段设计了多种环境管理措施 ，如侧重于源头预防的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侧重于过程控制的清洁生产制度和许可证管理制度，侧重于末端治
理的限期治理和排污收费制度。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法律旨在构建贯穿于企业全过程的环境责任承
担机制，使企业在任何阶段的行为都能有助于环境保护这个总体目标的实现 。但我们不难发现，目前我
国已经制定的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和措施 ，都是针对公司设立阶段和运作阶段设计的 ，对于终止
后的公司并没有相应的制度性规定 。制度的缺位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现实的问题： 当公司造成了严重的
环境事故后，仅仅对受害人进行了少量的赔偿就主动实施破产倒闭 ，通过终止公司法律人格的行为，来
达到逃避环境侵权责任的目的。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让公司在终止后一定期限内
仍然要为之前的环境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就会使得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觉控制污染源 ，降低污染事
故的发生概率。
第三，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能够充分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当环境侵权的损害
后果在若干年后显现，受害人还能否追究已经终止的污染企业侵权责任呢 ？ 对于这个问题，我国虽然并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之下，是很难要求终止后的公司继续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的。
首先，从实体法的角度讲，环境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一种，其前提是存在相应的责任主体。 而按照传统
公司法理论，公司终止后其法律人格的丧失，必然导致其不需要再为之前的环境侵害行为承担责任 。其
次，从程序法的角度讲，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起诉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 ”，公司的主体资
格都不存在了，自然被告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司法程序根本无法启动。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
担机制，可以避免环境侵权责任无人承担的尴尬 ，使得污染企业在已经终结的情况下，环境侵权受害人
依然可以寻求法律救济，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
第四，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有助于约束公司的行为。由于缺乏对公司终止后环
境侵权责任的制度规定，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污染企业主动实施倒闭或破产 ，逃避环境侵权责任的情形。
公司即便造成了再严重的环境损害后果 ，也可以一关了之，利用法律资格终止来逃避环境侵权责任 。这
在无形中就助长了一些公司只顾眼前利益 、不顾长远利益，只顾公司利益、不顾社会利益的错误倾向。
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有助于约束公司的短视行为，促使其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慎
重考虑其实施某个经营行为所带来的投资回报 ，以及可能承担的环境法律责任后果 。
第五，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稳定。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
断进步，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已经有了极大提高 ，环境侵权受害人一般都很清楚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以
及在权利受到损害后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救济 。也许在一个环境侵权行为发生后，有关部门已经根据当
时的情境做出了受害人较为满意的处理 ，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环境侵害潜伏性的特点，可
能仍然存在不知情情况下的潜在损害 ，如果这些潜在的损害后果在若干年后显露 ，受害人很可能会因为
自己的权益并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而再次寻求权利救济 ，但此时原来的污染企业已经终止，受害人告诉无
门就可能滋生严重的不满情绪，影响到社会关系的稳定。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可以
在污染企业终止后，环境侵权受害人的权利诉求依然有一个顺畅的表达和实现渠道 ，有效化解社会矛
盾。
二、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的制度构建
环境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分为个别化承担和社会化承担两种 。首先，从污染企业个别化承担角度，
本着“谁侵害、谁负责”的原则，公司终止后的环境侵权责任仍由该侵害行为的实施者———原公司继续
承担，这最符合法律对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其次，考虑到很多企业终止后可能已经失去了承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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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的能力，因此有必要在社会层面完善环境侵权责任的社会化承担机制 。
（ 一） 在企业层面，建立健全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个别化承担机制
1． 建立责任主体保留制度。
在解决企业终止后环境责任主体缺位方面 ，美国的公司法创设了责任主体保留制度。 美国联邦公
司法规定公司解散之后在理论上还将继续存在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公众可以因公司解散之前遗留
下来的责任对公司起诉。此外各州也在本州的公司法中规定了公司责任主体延长的相关制度 ，这其中
尤以特拉华州公司法最为典型。特拉华州公司法第 101 条规定，由于公司存续期限届满或其他原因解
散的公司，可从期满或解散之日起，再延续三年，或按衡平法院的决定延续更长时间，以便依法进行民
事、刑事或行政诉讼，逐步清算和终止其业务、处理和转移其财产、解除其责任，并向股东分配其剩余财
［2］
产，但不得为继续进行公司业务而继续存在 。通过上述规定，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对于公司的环境责
任采用了非常严格的制度，通过延长公司责任主体的存续时间从而达到让公司承担环境责任的目的 。

目前责任主体保留制度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所以，为了解决公司利用解散终止来规避环境责任的问题 ，有必要借鉴美国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责任
主体保留的规定，完善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可以在相关法律中规定：公司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终止或者解
散时，公司不得继续经营业务，但公司作为法律责任的主体将继续存续 ，存续期间为三年。在这期间内，
公司可以继续为终止前未了的事由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如此规定，将迫使公司对其存续期间行为的法
律后果进行慎重考量，也使得公司无法借助终止来逃避法律责任 ，从而为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济开辟了一
条道路。
2． 修正现有的公司解散后财产分配规则 。
在我国，除因合并或分立原因而发生的变更之外 ，公司的解散都必须进行清算。清算的核心是财产
清算，包括收取债权、清偿债务和分配财产。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公司清算包括一般清算和破产清算
两种。对于一般清算，按照《公司法》第 187 条的规定，其分配财产的顺序是：（1） 支付清算费用；（2） 职
工工资及劳动保险费用；（3） 清缴所欠税款；（4） 清偿公司债务；（5） 股东分配剩余财产。在清算期间，发
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应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进入破产程序。 而对于破产清算，按照
《破产法》第 113 条规定，破产财产在拨付破产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1） 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
劳动保险费用；（2） 破产企业所欠税款；（3） 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债权人清偿要求的 ，
按比例分配。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清算，我国相关法律针对公司终止时财产分配这个问题
均实行一次性分配原则，公司终止的同时其财产也被彻底地分配干净 ，没有任何剩余财产。由于在清算
时并没有把公司终止前的行为造成环境损害 ，而其损害后果直到公司终止后才显现出来这种情形考虑
在内，所以即使建立了公司终止后责任主体保留制度 ，但依据我国现行的清算制度，受害人也会因责任
主体没有留下可供承担责任的财产而同样得不到赔偿 。因此，在建立公司责任主体保留制度的基础上 ，
还有必要修改我国《破产法》和相关法律所确定的财产分配制度，规定在分配清算财产时，需要分配一
部分财产作为公司责任主体保留期间的财产 ，具体数额可根据企业的环境危险系数 、偿债能力以及是否
［3］
发生过环境侵害案件来确定 。
（ 二） 在社会层面，构建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分担机制
1． 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是指保险人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发生环境污染或破坏事故时由保险人代投保人向
受害人支付赔偿金的制度。环境责任保险以社会化、市场化途径解决环境污染损害，既有利于促使企业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减少污染事故发生，也有利于迅速应对污染事故，及时补偿、有效保护污染受害者权
益。面对经济高速增长下日益突显的环境损害问题 ，中国也已经开始探索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为
改变该项制度在我国推进缓慢的局面 ，环境保护部与保监会于 2013 年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
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要求涉重金属企业，以及石化行业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和
危险废物经营企业必须强制购买环境污染保险 。一旦这些企业发生污染事故，污染受害者或受污染的
地区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获得赔偿 。这项规定的亮点在于由企业自愿投保转变为强制投保 ，强制投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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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扩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适用和保障范围 ，破解排污企业终止后环境污染受害者无法获得赔偿的难
题。
2． 建立环境责任基金制度。
责任保险制度在性质上属于限额赔偿 ，单纯的环境责任保险仍然可能会因为赔偿责任存在最高限
额的规定，使得环境污染受害人无法获得充分的赔偿 。所以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之外，我国还应在借鉴
其他国家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公司终止后环境责任基金制度 。一切从事较高环境风险活动的企业 ，
均应在从事有关活动前向该基金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 ，用以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 当环境损害后果在
公司终止之后显现时，只要满足了一定条件，污染受害人还可以通过环境责任基金来弥补自己的合法权
益。环境责任基金在性质上属于排污企业从事排污行为的一种经济担保 ，有助于达到分散环境风险，维
护社会稳定的目的。环境责任基金应设立独立的第三方管理机构 ，承担基金的收取、使用和日常管理工
作。为提高基金的保障能力，相关法律应努力拓展基金的资金来源 。 除明确规定公司应根据其行业的
危险系数及公司的排污量承担缴纳环境责任基金的义务之外 ，政府征收的排污费、环境税，社会捐赠，国
际援助等都可以用来拓宽资金渠道 。
综上，在企业、社会层面上建立健全上述一系列公司终止后环境侵权责任承担机制 ，有助于全面保
护环境污染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当发生污染企业终止后损害后果才显现的情形时 ，如果此时仍在公司
责任主体资格存续期间内，受害人可以要求公司继续承担责任 ；如果此时公司责任主体资格期限已经届
满，或者公司无力承担赔偿责任，则由承包公司终止后环境责任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 ； 如果前两项制度
均无法充分保障环境污染受害人的环境权益 ，环境责任基金就可以对受害人进行相应的公共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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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 Tort Liability of the Terminated Compa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nsation for Victims
Xiao Tianle
（ School of Civil and Economic Law，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Environmental tort is often with the latent and hysteretic characters． The damaged consequences usually appear after a long latent period． The damaged consequences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followup polluted actions while the company exists may finally appear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ompany．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loss of the aggrieved party，and to safeguard the harmonious and steady society，the environmental tor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fter the company’s termination should be built in the field of company and
the field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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