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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办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中，对于造成食源性疾患的因果关系与鉴定结论常
［1］
常争论不休，影响法律适用和对此类犯罪的惩处 。《刑法修正案 （ 八） 》删除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

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内容，在《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增加“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作为
［2］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适用条件，从而降低了该罪的侦查、调查、举证难度

。 但是，影响本罪

适用的现实问题依然很多，需要深入研究。
一、犯罪类型： 行为犯亦或抽象危险犯？
有学者指出，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刑法的色彩，而对食品安全的风
险预防性却体现得不够，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 ，具有预防性的抽
［3］

象危险犯并不多见

。从本质上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就是一种抽象危险犯。 构成本罪不要
［4］

求发生具体危险，更不要求发生侵害结果

。 但通说认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行为犯，只要
［5］

实施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即构成犯罪

。

抽象危险犯是指由于其本身所包含的对法益的严重侵害可能性而被具体构成要件禁止的行为 。抽
象危险犯的规范特征是，危险不是该犯罪构成的要件，而是该行为可罚的实质违法的根据 。它的成立并
不要求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具体地达到现实化的程度 ，例如，遗弃的构成并不要求被遗弃人的生命或
者健康已经受到直接、具体的损害危胁，因为他人对于被遗弃人的救护或支持对于遗弃行为的成立没有
影响； 伪证的成立也不要求法官已经面临直接的误判可能 ； 诽谤的成立也不要求事实上已经有人相信了
［6］

这一虚假的情况等

。在中国刑法学界，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并不为大多数学者认可。 通常认为，危险
［7］

状态犯中的危险仅限于具体的、现实的危险

。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认定的危险，只能是指客观的、可以

衡量的危险，是具体的危险。抽象危险及抽象危险犯的存在不仅没有理论中的认识根源 ，同时也缺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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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践中的认定可能

。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里，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可能是杞人忧天 ，但是，在当今这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里，抽
象危险犯概念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危险刑法不再耐心地等待社会损害结果的出现，而是着重在行
［9］
为的非价判断上，以制裁手段恫吓、震慑带有社会风险的行为。” 从立法上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的行为本身并不是处罚的实质根据 ，而在于所生产、销售的有毒、有害食品构成了对公民人身健康的

严重威胁。因此，只要证明存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就应成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有毒、有害食品的生产、销售并不等同于消费者已经实质上将要食用这些有毒 、有害食品。
将本罪归类于传统意义上的行为犯可能不当地扩展本罪的适用范围 。比如，以陈列的目的，在生产
食品样本时加入了非食品原料的有毒 、有害物质，或者，行为人为了自己食用，在食品中加入了非食品原
料的有毒、有害物质，因其行为不会对食品安全、市场秩序造成现实威胁，因此，没有必要按此罪认定。
但是，以传统行为犯的理论看，只要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就应认定本罪，显然是不适当的。
更有人认为，即便有些物质从科学的角度看存在对人身健康的危害 ，但是，由于含量的不同，亦未必
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如有司法机关认为虽然试验证明苏丹红一号提高了患癌症的风
险，但是苏丹红一号并不是必然使人患上癌症 ，这跟食用的数量、人的体征、饮食习惯和环境有关，目前
还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 包括科学研究） 证明食用多少苏丹红会在多长时间内致癌 。 因此，苏丹红一号
［10］
并非刑法意义上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 依据这样的观点，对于非食品原料对于人身的危害性
需要进行具体的判定，这无疑不当地限定了此类行为成立犯罪的范围 。 因为，结合食用的数量、人的体

征、饮食习惯和环境等有关因素，对于某些人具有致害的危险，对于另外一些人却并不一定造成疾患。
这种认识不仅将本罪的基本犯罪形态设定为具体危险犯 ，而且将定罪的任务完全委之于鉴定机构。 依
据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只要司法人员认为行为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具有危害公众食品安
全的危险，就应当认定构成本罪。在具体案件中，行为是否存在抽象的危险并非完全不需要作判断，而
只是不需要作具体的判断，但仍然需要作一般性的判断，只是对作为判断基础的事实进行的抽象程度
［11］
高 。如果试验已经证明苏丹红一号具有提高患癌症的风险 ，那么加入苏丹红一号的食品就具有危害
公众健康的抽象危险，应当认定成立本罪。
虽然抽象的危险犯与传统的行为犯证明对象是相同的 ，抽象的危险不属证明对象的范围 ，降低了证
明的难度，但是，抽象的危险是法律依据人们的一般经验而拟制 （ 或推定 ） 的危险，只能将那些具有发生
实害的概率较高的危险行为入罪 。因此，对于抽象危险犯的成立，应当加以限定。对于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数量较少或毒害性轻微的行为 ，可以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作无罪认定。
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作为行政犯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本罪是典型的行政犯。所谓行政犯是与刑事犯相对而言的 ，行政犯是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定
的刑事犯罪。“行政刑法具有行政法与刑法的双重性质，行政刑法在法律上实际兼容了行政法和刑法
的双重性质，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双重性的法律体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刑法才有‘行政 ’与
‘刑法’之名，而既非单纯地属于行政法的性质，亦非纯粹地属于刑法的范畴。 行政犯罪是具有双重违
法性的行为，这种双重违法性决定了其法律责任的双重属性即对行政犯罪既要追究行政责任又要追究
［12］
刑事责任。” 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存在质的区别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分别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违
法责任和刑事责任，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责任不同。“凡是行政法规规定为违法的，只要其危害性达
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原则上都应当规定为犯罪。不应出现某一行政违法行为尽管严重 ，但却不构成犯罪
［13］

的情形； 或者出现行政法本应对某一行为进行规制但却直接交由刑法进行处罚的情形 。”
应然上，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某人的行为已经达到刑事犯罪的程度 ，就应当移交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但是，针对食品安全的行政执法却存在现实的困境 ，导致很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无法移
交给侦查机关。比如在非法经营食盐的案件中，犯罪手段越来越狡猾，如采取“游击战术 ”不断转移犯
罪地点、采取“蚂蚁搬家”式方法不间断地少量经营、不设立账目或者设立假账、通过电话联络销售、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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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地点只存放少许非法经营的食盐等 ，单纯依赖行政执法机关，要一次性查获非法经营的大量食盐难度
很大。再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多发生在农村或城乡结合部，尽管《刑法修正案 （ 八 ） 》新
增了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是根据现有的行政执法能力，很难对此类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管 ，因此，完全依赖
于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对案件的移交 ，很难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不仅应
当积极地对行政机关移交的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进行立案侦查，而且对于社会各界举报的此
类案件，也应主动侦查，避免由于行政执法不力而导致的对此类罪行打击不力的局面 。
同时，为了防止个别行政执法机关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 ，片面强调行政优先和行政处罚、怠于移交
刑事案件的做法，在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应当确立“刑事先理 ”的原则。 当案件既可能是行政违法案
件，又可能是犯罪案件时，原则上应当先由司法机关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再由
行政机关依行政处罚程序解决行为人的行政处罚责任 ，解决“以罚代刑”和“移送难”的问题。 对于行政
机关而言，如果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时认为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应主动
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再视司法机关处理情况和法律规定来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 如果行政机关已适用了
行政处罚后才发现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行政处罚也不影响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
追究，行政机关已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行政罚款 ，司法机关仍然可以适用刑罚。 但是，人民法院判处
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应当折抵相应罚金。此外，也不能单纯地适用刑罚，并以此排
斥行政处罚，造成只判处刑罚，而不对经营企业执行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 ，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悖论。
三、对“有毒、有害食品”的认定： 鉴定结论与司法认定的关系
由于通说认为本罪的基本犯罪形态是行为犯 ，因此，判定是否有罪的关键在于对“有毒、有害食品 ”
的认定。对于何种食品属“有毒、有害食品”，通常人们认为这是一个技术指标问题 ，应当由相应的鉴定
机构做出鉴定结论，司法机关方能对案件的性质做出判定 。如有人认为，对于将超出食品工业原料以外
的工业原料添加到食品中，在客观上是否属于有毒、有害，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
劣商品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 》，应以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为依
［14］
据。如果并非属于有毒、有害，则不构成本罪 。 但是，现实的问题是有毒、有害食品的认定或者没有
相应的鉴定机关做出相应的鉴定 ，或者对于某些实质的有毒、有害食品却没有标准化的办法进行鉴定。
如果司法机关对于“有毒、有害食品”都依赖于鉴定机关的鉴定，那么许多案件无法办理。
以食盐案件为例，
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
对查获的假冒食用碘盐进行鉴定存在难题。检察机关为了查
证犯罪嫌疑人非法加工的盐是否属于有毒、
有害食品，
办案人员将非法加工的盐样本交盐务局盐业稽查大
队或食品药品质量监督局进行鉴定，
但是盐务局盐业稽查大队只有鉴定样品盐是否加碘，而食品药品质量
监督局只能鉴定出样品盐的物质成分，无法出具该盐是否属于有毒、有害食品的鉴定结论。因此，司法机
关认为无法认定被告人生产、
销售的假食用碘盐是否属于有毒、有害食品。再如“地沟油”的案件，直到当
前也没有形成一种公认的、行之有效的鉴定方法。因此，对食品的鉴定结论并非也不应是司法机关认定
“有毒、
有害食品”的前提条件。应当结合技术标准和法学标准对“有毒、
有害食品”进行判定。
对“有毒、有害食品”的认定应当综合食品原料、食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的属性、加工方法和
加工过程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而不能以鉴定结论为唯一根据。例如，对于生产、销售“瘦肉精 ”猪肉案
件，早在 2002 年，农业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发布公告 ，明令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
中添加盐酸克仑特罗和莱克多巴胺等 7 种“瘦肉精”。2008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
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 一） 》（ 以下简称《规定》） 中明确规定： “使用盐酸克仑特罗 （ 俗称
‘瘦肉精’） 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或者含有该类药品的饲料养殖供人食用的动物 ，
或者销售明知是使用该类药品或者含有该类药品的饲料养殖的供人食用的动物的 ，应予立案追诉。 明
知是使用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或者含有该类药品的饲料养殖的供人
食用的动物，而提供屠宰等加工服务，或者销售其制品的，应予立案追诉。”依据该《规定 》的精神，只要
在生猪饲养过程中，在饲料中加入各类国家禁止使用的“瘦肉精 ”，或者明知是使用含有“瘦肉精 ”的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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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京春：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料喂养的生猪而加以屠宰销售的 ，即便生猪在屠宰销售前猪肉内的“瘦肉精 ”绝大部分已经代谢掉，检
测时没有发现大量对人体致害的“瘦肉精”成分，但是，由于中国人有食用猪内脏的饮食习惯 ，依然会对
食品安全造成隐患，应当以本罪进行认定。
而且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 》（ 以下简
称《通知》） 只是指出： “人民法院受理的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案件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犯
罪案件，均需有‘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 ’和‘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
门确定的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并未提及“有毒、有害食品 ”的鉴定问题。 因此，依据该《通知 》不能
得出有毒、有害食品的认定必须以相关机构的鉴定结论为依据 。司法人员完全可以根据科学依据和行
业常识来判定涉案的食品是否属对于人身健康存在危险的“有毒、有害食品”。
四、对于“明知”的认定： 推定与证明
在认定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的主观方面时，“明知”是必要的要素。刑法只明确规定实施销售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要有明知，对于“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
行为时行为人对产品中掺入有毒、
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没有“明知”的表述。虽然“在刑法中对特定客体有明知规定的只是极少数，
而大多数
［15］
都没有明知的规定，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种刑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就不需要明知” 。刑法只是对销售
行为中的主观认识作特别强调，
而认为生产行为中对掺入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生命的非食品原料有
［16］
明知无须作特别规定 。本罪中无论是生产、
销售行为，
都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明知”。
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的办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多称并不清楚其向食品内添加的物质
是非食品原料及其有毒性、有害性。 以“地沟油 ”案件为例，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大多以“不知道下家拿
‘地沟油’做什么”、“用来生产生物柴油、饲料油 ”等借口试图规避责任，逃避打击。 由于客观上此类案
件涉案环节多、链条长、食用油检测标准不完善、对餐厨废弃油脂循环利用缺乏统一规范等情况确实存
在，给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证明带来困难。
面对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在生产、销售假药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类犯罪案件的审判中 ，
［17］
可以借鉴英美国家关于严格责任犯罪的规定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即只要司法机关能够证明
行为人存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就可推定主观上“明知 ”，除非行为人能够提出合理的理

由证明自己主观上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 。虽然这一观点有利于解决“明知 ”证明困境的问题，但是却没
有合理的理论根据。
“严格责任”并非“无过错刑事责任”，即立法者在肯定处罚无辜者的危险远小于每个案件中要求证
［18］
明犯意给公众带来的危险的基础上 ，强制性地推定行为人具有过错 。现代意义上的严格责任已经演
变成主要以举证责任的分配为特征的刑事责任 。行为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只要被告人能证明自
己不存在与犯罪行为相关的犯意 ，或者能够证明存在主观过错的辩护理由 ，实践中一般都不予定罪。只
［19］
有当一种或者多种一般认为有效的辩护不能排除定罪时 ，才承担我们所称的严格责任 。 而推定的内
在结构要求必须提供给被告人反驳的空间和可能性 ，否则会造成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真空地带 ，导致客观

归罪。而在本罪中，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举证自己主观上不存在“明知 ”责任是无法完成的任
务。行为人能够提供的主要是自己已经谨慎地履行了食品行业所要求的职业上的义务 。如若他人故意
在行为人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投入有毒、有害物质，而行为人不知，按照严格责任的观点，则可被认定为
构成本罪，显然是不当的。正是由于严格责任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 ，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处于不利的
处境，因此，作为一种例外，严格责任一般仅限于环境保护等特定领域 ，且受到相当限制： 一是排除重罪
适用； 二是限制刑罚量，一般都处以罚金刑； 三是行为人具有一定程度的难以证明的过失 ； 四是意外事件
［20］
等情形可以作为辩护理由 。 而本罪是最高可适用死刑的重罪，不应套用英美法的严格责任来解决
“明知”要素证明困境的问题。

刑法分则具体罪名中的“明知”是判断犯罪故意构成要素的“明知”的基础和条件，没有对具体个罪
的“明知”认定，就很难判断犯罪故意的成立。 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分则之明知为第一次明知，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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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总则之明知为第二次明知” 。两者的区别还在于对证明程度的要求不同 ，刑法分则中的“明知”的证
［22］
明程度要低于总则中“明知 ”的证明程度 。 通说认为，刑法分则中的“明知 ”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这也得到最高司法机关的肯定。如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
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在解释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
时，指出： “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医疗
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
罚。”明确了行为人主观上无论是“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都符合该罪的主观要件。而生产、销售不符
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状结构基本一致。“明知 ”既包括行为人确切
［23］
地知道，也包括行为人应当知道 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判断“明知”时，可以结合买卖双方的成交价格、进货渠道是否正当、买卖或交接食品的方式以及

时间地点、行为人对食品的认识程度、相关部门的禁止或安全预警，以及根据行为人的年龄、经历、学识、
职业、职务、职责、素质等因素综合判断。即便行为人不是确切知道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但行为
人根据基本的科学原则、供货渠道不正常、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水平、违反行业规范等事实情况应当
知道销售的食品中可能掺有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也可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明知”。
五、对因果关系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 八） 》生效后的影响
对于本罪的基本犯而言，司法机关不需要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作出专门判断 ，即可认
定为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
严重后果，就要认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以确定对行为人的刑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
小规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活动，危害结果是由哪个危害行为所造成的易于查清 ，因果关系
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对于犯罪人数众多，涉及产、购、销等多个环节，造成众多被害人伤害、死亡等后果
的情况，难以证明严重伤害或者死亡的结果是哪个具体行为人造成的 ，这时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就存在
很大困难。如果对行为人全部按基本犯处罚 ，明显放纵了犯罪分子，不能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不
利于捍卫法律的权威，“三鹿事件”中对管理人员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定性就反映了对因果关系
证明的困难。
由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往往涉及面很广，查证所有严重后果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任务非常繁重 。在《刑法修正案 （ 八 ） 》生效之前，如若适用加重的法定刑，则
必须证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行为与严重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往往有新的
被害人出现，如果待所有的被害人所遭受的伤害结果都查清再做出判决 ，刑事案件的审理往往会被不合
理地拖延。加之，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往往在判决生效之后，依然有被害人提
出自己人身伤害的结果是由于食用犯罪人生产 、销售的有毒、有害食品导致的，案件可能会因发现新的
犯罪事实而再审，导致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追究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损害了法律适用的安定性和裁判的
既判力。因此，如何在打击刑事犯罪与保障法律适用的安定性之间寻求平衡 ，是一个现实的、需要认真
对待的法律问题 ①。
在《刑法修正案（ 八） 》生效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刑法修正案 （ 八 ） 》将加重法定刑的适用
条件中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规定，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致人
死亡”实害结果相并列。因此，对此类案件的办理，司法机关应结合对人体健康的实害结果和其他严重
情节，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严重程度进行综合判断 。即对于能够查证对人体健康和生命
造成的实害结果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予以认证。 同时，也要结合生
产、销售的有毒、有害食品的数量、销售数额、非食品原料的毒害性等多种因素，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的情节予以考量，以判定此类行为违法性的程度，确定适用的刑格。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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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京春：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余论：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刑法建构
通过《刑法修正案（ 八） 》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修正，以及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适用情
况，不难发现，对犯罪人的追究和惩罚需要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协调配合 。刑事诉讼的证明困境对刑事
立法产生了现实的影响，完善的刑法立法和司法解释应当考虑到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证明的可行性 。
刑法立法只有通过刑事诉讼活动才能最终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落实 ，因此，刑法所创设的犯罪成立条件和
构成要素一方面应当准确地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当罚性，另一方面也应适应
刑事诉讼活动，尤其是刑事证明活动的要求。无法证明，或者是存在严重证明困境的犯罪构成要件，往
往会导致刑法规定的落空。因此，在保障严格证明的条件下，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
则的同时，刑法立法和司法解释应做出必要和合理的修正 。对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而言，应
当对相关的刑法与刑事程序法、刑事证据法规范和理论进行一体化思考 ，才能在人权保障的前提下，有
力地打击刑事犯罪，维护食品安全和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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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nimal Proceedings under the Vision of the Production，
Sale of Poisonous and Harmful Food Crime
Chen Jingchuen
（ The Criminal Law Science Center，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Xi’an，Shanxi 710063）
Abstract： Production or sale of toxic food or hazardous food is abstract dangerous crime． The interface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criminal justice，identification of toxic or harmful food，subjective knowing
and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other issues，rely on integrative study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Key words： production，sale of toxic or harmful food； abstract dangerous crime； presumption； causal relationship； kn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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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Exploration for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hen Xiaojing
（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litigation law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e think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interest”in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is the common human environmental benefit which
is the real public interest； the other is the private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many people． The theory that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re responsible for protecting their environment should be used a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two basic types of systems path including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legislative-type about system arrangement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ccording to specific conditions in China． Moreover，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academic method of combination of developed logic and empirical logic．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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