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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瑕疵对环境犯罪的影响
杜

琪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要： 作为环境犯罪前置性规范的行政可能存在瑕疵。行政瑕疵包括行政规范违法、
行政处分违法
以及行政规范欠缺三种情况。行政规范瑕疵分为行政法规违宪与行政命令违法。行政处分瑕疵可能导致
摘

行政处分无效以及行政处分可撤销两大类。行政存在瑕疵时，刑事法院是否有审查权、环境犯罪如何处
理，
外国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应当区别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法
院对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以及具有重大明显违法情形的具体行政行为的适法性应当具有审查
权。行政规范欠缺时环境犯罪的处理可以在立法技术上通过反面规定的形式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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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领域属于高新技术领域，发展变化较快，而罪刑法定原则又要求法律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因此，在环境刑法领域就会产生法律规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通常在环境刑法
中运用空白罪状等立法技术手段 ，将环境犯罪的具体罪状委任给较为灵活的环保行政法律法规 ，这样做
既能保持刑法条文的相对稳定性 ，又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顺应打击新型环境犯罪的需要。 因此，环境
犯罪的成立与处罚就对行政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行为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 ，这种特性就是环境犯罪的行
政从属性。
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 概念的行政从属性和构成要件的行政从属性。 概念的行
政从属性指的是刑法中的用语或概念 ，必须依行政法规来界定。如我国关于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
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中，“珍贵野生动物”、“濒危野生动物”等概念须参照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
动物名录来确定。构成要件的行政从属性又分为三种情况 ，最为常见的形式是将违反环境行政法规范
作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例如我国刑法中“违反 …… 法规”，“违反 …… 的规定 ”的表述。 从法条
表述可以看出，采用这种表述方式的空白刑法中 ，用来填补空白罪状的多是行政法规。 例如，第三百四
十条中的“水产资源法规”，第三百四十一条中的“狩猎法规 ”，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中的“土
地管理法规”，第三百四十三条中的“矿产资源法”，第三百四十四条、第三百四十五条、第四百零七条中
的“森林法”等。第二种形式是以违反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作为构成要件要素。 第三种形式是将
行政许可或行政核准作为环境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 。 以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为例： “违反
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
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 ，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
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造成矿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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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严重破坏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该条关于非法采矿罪的规定中“经责令停
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就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形，以违反行政处分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要素。 而该条
中“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则是上述第三种方式的适例，即将取得采矿许可证作为该罪构成的
消极要件。
行政规范及行政行为对环境犯罪的影响重大 ，那么，如果作为前置性规定的行政规范或行政行为存
在瑕疵，刑事法院是否有权对其进行审查 ，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是否随之受到影响，这是环境犯罪
理论与实务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因此本文就前置性行政规范、行政行为的瑕疵对环境犯罪的影响
进行专门研究。
一、行政瑕疵的种类
世界各国和地区关于行政瑕疵的范围与种类不同 ，例如在德国，行政瑕疵中的行政指的是具体行政
行为，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而瑕疵包括无效的行政行为、错误的行政行为以及违法的行政行为三
［1］

类

。日本行政瑕疵既包括违法性行政行为也包括不当性行政行为［2］。

如前所述，能够对环境犯罪产生影响的行政包括行政规范与行政处分两大类 。 行政瑕疵就是指作
为环境犯罪前置规范的行政规范或者行政处分存在瑕疵 ，具体而言通常包括行政规范瑕疵 、行政处分瑕
疵以及行政规范欠缺三方面内容 。具体而言：
行政规范瑕疵通常是指行政规范违法 。而行政规范违法又包括行政法规违宪与行政命令违法 。其
中行政命令又可细分为法规命令及行政规则两部分 。法规命令是指行政机关基于法律授权，对多数不
特定人就一般事项所作抽象之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之规定 ①。 行政规则是指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或长
官对属官，依其权限或职权为规范机关内部秩序及运作 ，所为非直接对外发生法规范效力之一般、抽象
之规定②。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所定 0． 55 毫克之标准，即属行政规则从属性。
一般来说，行政规则只用来拘束下级机关，属行政机关内部规范。
依据对瑕疵这一词语涵义的不同理解 ，行政处分瑕疵有几个不同层次的理解。 最广义的行政瑕疵
是指行政违法行为与行政不当行为之和 ，广义的行政处分瑕疵指的是行政违法行为或者行政不当行为
［3］
之一，狭义的行政瑕疵指的是行政不当行为中的瑕疵部分 。我们这里研究的行政处分瑕疵采用最广
义的概念，即泛指与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有差异的行政行为 ，认为行政瑕疵指的是违反合法性原则的行
政处分违法行为以及违反合理性原则的行政处分不当行为的总和 。还有学者进一步将行政处分违法区
［4］
分为受益行政处分违法和不利行政处分违法两种情况 。 事实上后两种情况是根据行政处分对于行
为人是否有利而对行政处分违法进一步的区分 。所谓受益行政处分违法，通常发生在将行政许可或行

政核准作为环境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的环境犯罪中 。在这类环境犯罪中，如果行政机关由于疏忽或腐
败而授予行为人有实质瑕疵之许可 ，因为实质上不合法的行政处分，使危害环境行为拥有侵害法益的执
［5］

照

。简言之，这种情况是指行为人基于违法的行政处分而取得了不该取得的行政许可进而对环境造

成污染的情形。以我国台湾地区水污染防治法为例 ，依据该法第三十六条，事业无排放许可证或简易排
放许可文件，且其排放废水所含有害健康物质超过放流水标准者构成犯罪 ，该罪就是以取得行政许可作
为免罚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的许可是违法的，就属于违法受益行政处分。 我国环境刑法
中非法采矿罪也存在着类似情况 。不利行政处分违法，通常发生在以违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作
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环境犯罪中，指的是在这类环境犯罪中，作为处罚要件的行政处分违法的情形 。与上
述违法受益行政处分刚好相反，不利行政处分违法是形式上违法而实质上有可能不违法的行为导致环
境污染的情况。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之停工 、停业处分，以及集会游行法第
二十九条规定之警察机关命解散处分等 。我国环境刑法中的非法采矿罪“经责令停止开采的拒不停止
①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项。

②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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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的规定，也属于该类犯罪的典型。 典型的违法不利行政处分是指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对于符合条
件的行为人不发给许可证或作了停工 、停业处分，行为主体未获得许可或违背处分而行为，造成了环境
的严重损害。
行政规范欠缺指的是如果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具有行政从属性 ，但是却没有相关行政法规范，那么
行为人在没有行政法规范的情况下 ，根本无法违反行政法规及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因此，就算是事实
上危害了环境，刑法也不能处罚。严格来讲，行政规范欠缺并不属于行政瑕疵的范围内，但是在环境刑
法领域通常将行政规范欠缺的情况作为行政瑕疵的一种来处理 ，在此，笔者也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之内。
二、行政瑕疵对环境犯罪产生的影响
行政规范及行政行为对环境犯罪影响重大 ，如果它们存在瑕疵，将会对环境犯罪产生怎样的影响
呢？ 国外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研究较早也较为成熟 ，我国台湾地区对该问题的研究也较为
深入。下面笔者就德国、奥地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对于行政瑕疵的处理进行对比研究 ，以期对我国环境
刑法中类似问题的处理提供理论借鉴 。由于行政瑕疵的种类不同，对环境犯罪产生的影响差异也较大 ，
因此国外学者多是区别不同种类的行政瑕疵进行研究 ，在此笔者也采用同样的方法。
( 一) 行政规范瑕疵
行政规范瑕疵包括行政法规违宪与行政命令违法两部分内容 。
就行政法规违宪来说，在西方国家中，违宪审查权一般专属于宪法法院 。刑事法院法官在适用某一
法律时，如果认为该法有违反宪法的嫌疑 ，必须向宪法法院请求解释该法规是否违宪，而不能直接不适
用该法。因而在西方国家中，一般认为违宪的行政法规，在未经宣告失效前，对于刑法仍有拘束力。 如
果某人的行为侵害了环境，但符合这些违宪的行政法规，则不应受刑法的追诉。但是在部分国家中通过
［6］
权利滥用的原则，对特殊情况下的处理作了例外的规定 。 所以如果存在一个“实质违宪 ”的法规，在
没有经过大法官宣告该法规无效之前 ，该法规仍然有效，符合该行政法规的行为，可以认为其没有违反
［7］
该具有行政从属性的刑法规范 。
就行政命令违法来看，西方国家一般认为行政命令在未经宣告失效之前 ，对于刑法仍有拘束力。我
国台湾地区刑法理论中，将行政命令区分为法规命令及行政规则分别加以探讨 。就法规命令来说，目前
学界及实务界几乎一致认为，法院拥有法规命令的违法审查权①。 刑事法院在审理具体个案时，可以审
查法规命令的适法性，并可以拒绝适用。对于行政规则来说，一般认为，行政规则只用来拘束下级机关，
属行政机关之内部规范，法院本就不受其拘束。何况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 ”大法官也表示： “法官于审
判案件时，对于各机关就其职掌所作有关法规释示之行政命令 ，固未可径行排斥而不用，但仍得依据法
律表示其合法适当之见解，以及法官于审判时应就具体案情，依其独立确信之判断，认定事实，适用法
律，不受行政机关函释之拘束。”② 因此，如前所述，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规定的酗酒
驾车的处罚中，就是以法务部定出的以呼气酒精浓度达每公升 0． 55 毫升这一行政规则作为构成要件，
该行政规则虽然可以作为警方移送案件的统一标准 ，但对法官在个案上认定被告是否不能安全驾驶的
事实上，并没有法定拘束力。
( 二) 行政处分瑕疵
不同种类的行政处分瑕疵，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总体而言一般会有下列后果： 第一，如果
是明显严重的行政瑕疵行为，会导致行政行为无效。第二，如果是一般的行政瑕疵行为，可能导致行政
行为的可撤销。第三，如果是轻微的行政瑕疵行为，则行政行为经补救后可变为合法有效行为 。上述三
于氏著《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国立”台湾大学法学丛书（ 二） ，第 109 页； 吴庚： 《行政法之
① 翁岳生： 《论命令之违法审查》，
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第 70 页。台湾实务见解如“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三十八号谓： “宪法第八十条之规定
旨在保障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所谓依据法律者，系以法律为审判之主要依据，并非除法律以外与宪法或法律不相抵触之有效
规章均行排斥而不用。”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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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中，前两种瑕疵通常表现为行政处分违法 ，会产生行政行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后果，进而影响到
环境犯罪。第三种瑕疵则主要表现为行政不当 ，这些行为经过补救后变为合法有效行为 ，不会对环境犯
罪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前两种瑕疵对环境犯罪的影响 。
对于行政处分违法，国外学者的通说认为刑事法院一般不得审查行政处分的适法性 。 因为大陆法
系国家几乎一致认为，行政行为一旦做出，原则上即应推定其为有效，在被依法撤销之前，包括行政相对
人在内的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以自己的判断而随意否定行政行为的拘束力量 。这便是广为流行的行
［8］

政行为公定力理论 。一方面，依据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为能有效保护某些脆弱的、不具可回复性的
法益，例如交通秩序与环境法益等，人民往往被要求无条件实时遵守 、服从官署的决定。基于此，在环境
领域中，一些犯罪甚至被设计成抽象危险犯 ，直接以对官署决定的不服从作为处罚要件，而不问该决定
［9］
是合法或非法，事后有无被废弃 。例如，《德国刑法典》（ 1980） 第 327 条规定的未经许可开动设备罪。
另一方面由刑事法院审查行政处分的适法性本身也有许多不合理之处 。首先，从程序上来看，行为人如
果想免于刑罚，势必要先提起行政救济，这似乎有悖于无罪推定原则。其次，从权力分立原则来看，由刑
事法院审查行政处分的适法性，这意味着全面否定了行政处分的构成要件效力 ，存在违反权力分立原则
的嫌疑。再次，从现实性来看，刑事法院的法官本身是否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与能力 ，审查行政处分的适
法性，也还是个问题。
当然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理论也有例外 ，那就是行政处分的无效。 行政处分无效指的是依据行政程
序法行政处分无效。西方国家一般在行政程序法中将那些具有重大明显瑕疵的行政行为规定为行政处
分无效，对于那些依据行政程序法确定为无效的行政处分直接作为法规范的无效来处理 。 尽管也有少
数学者认为除了依行政程序法的标准之外 ，刑法也应该进行无效性审查，但是事实上刑法本身没有规定
独立的无效理由，因此这一做法基本没有可行性。
如果行政处分的瑕疵没有达到重大 、明显的程度，行政处分日后被有权机关撤销，此时一般认为行
为人的行为就不再具可罚性。因为如果坚持行政处分的撤销不影响可罚性的认定 ，这显然是与刑罚目
［10］
的相抵触的，也会使刑罚制裁难以在比例原则面前站得住脚 。因此，违法的行政处分如经撤销，可作
为解除刑罚事由，如果刑事程序仍在进行中，法院即应以犯罪构成要件不该当为由判决无罪； 如果已判
决确定，应该属于新证据的发现，可经再审程序更正原判决①。
当然各国和地区在具体处理上也有些许差异 。依奥地利环境刑法的规定，违反行政法规及违反行
政机关的行政处分是可以分开存在的 。奥地利学者认为，根据违法的行政处分所为的行为 ，虽然不违反
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但是却违反法规，也就是说违反了行政处分所依据的法律及行政命令 。因此违法
［11］
的许可处分不阻却环境犯罪 。 德国通说认为，基于行政处分“公定力 ”（ Bestandkrft） 及“信赖保护原
［12］
。 但是将
则”（ Vertrauensschutz） 的要求，违法的行政机关许可，在撤销前原则上为适法 （ Rechtmβig）
权利滥用原则作为该通说的例外。“权利滥用”（ Miβbrauch） 是指如果行为人以欺诈、强制、贿赂或借着

与行政主管机关的其他秘密勾结行为 （ Kollusion） 而获得许可时，行为人不得主张行政机关的许可阻却
［13］
犯罪构成要件。刑事法院应有权审查许可的适法性，不受该许可的拘束 。 理由是如果明知是以欺
诈、胁迫或贿赂手段取得的许可，却为尊重行政权，而只能对违法许可处分置之不理 ，无法将行为人绳之
［14］
以法，不符合一般人民情感 。德国还通过附许可保留的形式禁止权利滥用，规定如果行为人的行为
最初为行政机关所许可，但却不可预期地有侵害生命或身体之可能性 ，或者已经对生命或身体产生侵
害，
则应立即停止相关的行为，否则其行为的继续即为不合法，即权利滥用。 因为，任何许可都附有保
留，即其不得产生不可预期的侵害。我国台湾地区将行政处分违法区分为不利行政处分违法与受益行
政处分违法。对于受益行政处分违法，通说认为，有瑕疵的行政处分未被撤销或变更前，仍具有法律效
力，但是并没有“权利滥用”的理论。 因此，如果行为人以欺诈、强制、贿赂或借着与行政主管机关的其
他秘密勾结等不法方式取得行政许可时 ，行为人不法取得行政许可的行为实质上可能已构成欺诈 （ 得
利）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妨害公务、贪污等犯罪，然而在外观上这些行为是不违反行政法规与行政法义
①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二十条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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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即形式合法但实质违法。因其形式的合法性，而无法引用刑法相关规定来对其科以刑罚。 此外，
立法者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并没有将以欺诈、胁迫或贿赂手段取得行政许可列为无效理由，而只是规
定得由行政机关或行政法院撤销 ，因此，在法律未有明白相反规定的情形下，刑事法院实很难主张其有
［15］
权略过行政机关与行政法院，而自行审查该许可处分的适法性 。 对于不利行政处分违法而言，我国
台湾地区较占优势的观点认为行政处分即使有违法的瑕疵 ，但瑕疵未达重大明显而导致无效时 ，对刑事
［16］
法院仍有拘束力，此时，法院无权审查行政处分的适法性 。 因为如果行为人违反了不利于己的行政
处分，实质上虽然没有侵害法益，但从形式上来看，却也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仍应当构成犯罪。
( 三) 行政规范欠缺
环境领域充满了高科技因素，科技发展与人的实践通常是超前的 ，对于一些新开发的环境要素的使
用标准，科技发展中新形成的某些废弃物排放标准与相关制度等方面 ，经常会发生环保行政法规欠缺或
者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标准不适应环境保护要求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环境造成了危害结
果的，依照现行的立法，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违反相关规定，反倒不能构成犯罪。 事实上这是明显不合理
的。例如，对于某些环境要素的使用标准，环保行政法规没有具体规定或行为主体在环境行政法规的标
准范围内使用环境或排放废弃物 ，造成了环境的严重危害。 这种情况有学者主张可以用“行政从属性
［17］

的负面规定” 来避免。例如，可以在环境刑法中规定虽然行政法规或行政机关的许可没有就某些环
境侵害做出规定，但其侵害达到某种程度起就可以构成环境犯罪 ，这一点也与环境刑法的独立性的发展
趋势相呼应。
三、我国环境刑法中行政瑕疵的处理
( 一) 关于行政规范违法
我国学者对此问题关注较少。偶有学者涉及此领域，也是只就行政许可或行政命令违法时行为人
行为的法律性质认定问题发表了个人的观点 。当然这种情况也是与我国的法律现状紧密联系的 。在我
国并没有法定的违宪审查制度，只存在法规备案审查制。而法规备案审查制主要是审查地方性法规和
行政法规与宪法、法律是否抵触，包括地方性法规是否与行政法规相抵触 。它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法制统
一的等级体系，常常是一种事先的、主动的预防性措施，所以，它解决问题的方法带有很大的协商性 。更
关键的是，法规备案审查制是一种国家主导型 ，主要由审查机构自己审查的行为 ，公民、社会组织只拥有
审查建议权，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审查的效力 。因此在我国法律、法规违法的情况很难确定，一般不会
对环境犯罪产生影响。如果随着法制的发展，将来我国建立了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 ，则可以
参照西方国家的办法进行处理。
我国行政法虽然没有将行政命令区分为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 ，但是将行政行为区分为抽象行政行
为与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法规与法规命令等行政规范属于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处分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能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
讼，从而排除了对包括行政规章在内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虽然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可以对具体
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附带审查 ，但是审查的范围及内容都有较大的局限性。 随着法治
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逐渐凸现出来 。由于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
主体多，规范的事项乱，制定的程序不规范，再加上行政立法监督无力，法律体系和行政体制的层级过多
以及我国严重的人治思想和对公众负责精神的欠缺 ，个别行政部门本位、地方本位思想严重，政府组成
人员在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时热衷于“一枝笔”签署文件，引发了大量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侵权。 就现
状而言，一方面这些行政违法处于无力救济的状态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制定违法文件的胆子也因监督无
力而越来越大。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以法律和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只是“参照”规章，可见规章与法律、法规的效力是有差异的。 在此前提下，笔者
认为，应当将抽象行政行为分为两类： 一类是行政立法行为，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行为。 另一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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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非立法行为，指的是各部委制定行政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
民政府制定地方性规章以及行政机关制定 、发布的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行为，即非立法
抽象行政行为。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对于前者，即对行政法规等行政
立法行为的审查和监督，仍按现行立法所确定的程序予以进行 ，法院对此无权审查，也就是说如果是行
政立法行为违法，在此规范被撤销之前，对刑法仍有拘束力。此外，我国环境刑法中也没有权利滥用的
理论，因此，在行政法律法规未经宣告失效之前 ，对于刑法应当具有拘束力。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
环境，但是没有违反这些违法的行政法律法规 ，则不应受到刑罚的处罚。 而对于行政非立法行为，即规
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应当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规范性文件的级
别比较低，存在问题多，部门保护与地方保护色彩浓厚，矛盾冲突常常出现。另一方面，这类规范性文件
不仅在制定时随意性大，而且一旦颁布则少有机关根据情况变化进行清理与及时废改 ，因此有一大部分
不太合时宜。
( 二) 关于行政处分违法
行政处分违法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 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可能会导致行政处分无效或者可撤
销。具体而言：
1． 关于无效行政行为，从理论上来看，我国受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术理论及实践的影响 ，多
数学者普遍认同行政法的公定力理论 ，即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一旦做出，无论其合法与否，都产生
法律上的约束力。同时又认为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并非绝对普遍适用 ，要受到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的约
束，即如果行政行为有重大明显的违法情况 ，从其成立开始就不具有约束力，行政相对人有权不服从。
但是从立法及司法实践来看，无效行政行为的理论在我国并未得到合理的贯彻与体现。 虽然我国的
《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无效的适用范围进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
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创设了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判决形式 ，但是整体而言，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解释中
出现的“无效”与理论通说上“无效”的涵义并不完全一致。 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制
定法上“无效”的概念不明，适用的范围也极其有限，实务中关于无效行政行为认定的具体标准也不统
一。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的雏形 ，但是其成熟与完善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其中最为紧要的是统一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标准 。虽然理论上的通说认为是“重大而明显的违法 ”，但
是这一法律概念的具体涵义并不明确 ，在具体案件的把握上因个体认识不同而差异较大。 就目前情况
而言，笔者认为应当依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从行政行为的主体、职权、内容、形式等各方面综
合判断是否属于重大而明显的违法 ，进而决定是否属于无效行政行为 。基于现状，笔者认为行政规范中
应当尽快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明确无效行政行为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法院可以对明显无效的行政处
分进行审查，但是我国并未区分刑事法院与行政法院 ，在具体审查时是否必须由刑庭的法官来进行，依
据什么进行审查，审查的范围等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对于依据明显无效的行政处分所为的行为 ，
在环境刑法中不能依该无效的行政处分而否定环境犯罪的成立 。
2． 对于违法受益的行政处分来说，如果行政机关因为疏忽或腐败 （ 如行为人以欺诈、强制、贿赂或
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秘密勾结的方式 ） ，导致行政机关对不该发给许可证的发给了许可证 ，从而造成了
环境的严重损害时，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环境犯罪呢 ？ 按照德国行政法的规定，该种情况属于权利滥
用，不得主张行政机关的许可阻却犯罪构成要件 ，刑事法院应有权审查许可的适法性 。
笔者认为，在我国，原则上认为此种情况下行政机关颁发的许可或者核准不能阻却环境犯罪的构
成。具体处理时应当区分情况： 首先，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因为疏忽大意，而对不具备条件的主体发
给了许可证，进而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的，此时行政许可的取得不能成为危害环境犯罪的合法化事
由，对于行为主体应当按照相应的环境犯罪处理 。而对于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说 ，则构成了玩忽职守
罪。其次，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因为收受贿赂而对不符合条件者发给了许可证从而造成重大的环
境污染的，对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以受贿罪处罚 ，而行为人的行为同时触犯了行贿罪与环境犯罪。
再次，如果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为人相互勾结 ，而牟取了非法利益，对不合条件的行为人发给了行
政许可或作了其他的行政处分行为 ，而导致危害环境的，则应该按照环境犯罪的共犯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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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违法不利行政处分，如果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对于符合条件的行为人不发给许可证或者是做
了停工、停业处分，行为人没有获得许可或者违背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而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 。如前所
述西方国家如德国、奥地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认为即使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超过环境质量标准 ，对环境造
成的损害没有达到应受刑法处罚的程度 ，也应当构成犯罪。但是当违法的停工、停业处分被撤销时，则
可以成为解除刑罚的事由，即使犯罪已经判决，也可成为改判的理由。 但是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的现
状而言，行为人的行为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如我国环境刑法要求非法采矿罪“未取得采矿
许可证”且“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 ”，如果行为主体实质上符合授予许可的条件 ，或者不应当
受到责令停止开采的处分，此时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 ，不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如果将行为人的行为入罪化则有违常理 。但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环境累积遭受到了特别重大的损
失，超过了最高容忍限度时，则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违法的行政处分、行政许可被事后撤销，可以
作为解除刑罚的事由，已经判决的也可以作为改判的理由 。
( 三) 关于行政规范欠缺
对于行政规范欠缺的问题，我国有学者认为，应通过立法解决。对某些新开发的环境要素的使用标
准及环境承受标准和原来的不适应的情况 ，应通过立法修改，确立新标准或新的使用及排放制度 。在新
的立法尚未颁布之前，上述情况一般不应认定为犯罪。对因利用原来未曾用过的环境要素或因科技发
展出现新的排污现象导致环境损害的 ，应对其主体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判断，其存在若利大于弊，危害应
适当容忍； 若弊大于利，应通过环保行政机关取消主体行为 ，若造成环境重大损害后果的，可比照相关的
危害环境罪处罚； 对行为主体在行政法规定的标准以内的行为 ，环保机关可适当令其停业，造成危害环
境后果的，不应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可令其治理或进行其他补救。
笔者认为，环境领域属于高新技术领域，在环境领域内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环境要素，这些环境要
素关系重大或者带有极大的危险性 ，相关的行政法规范可能并未将其列入保护范围之内 。 在我国侵害
此类环境要素的行为如果发生了特别重大的损害后果 ，是否应当受到刑法处罚呢？ 笔者对此持肯定观
点，认为此时如果不处罚则是明显放纵犯罪 ，无视其对环境的破坏。 但是如果对其比照相关犯罪处罚，
又存在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以及权力分立原则的嫌疑 ，因为毕竟相关的行政法规范未对该类行为进行
规定。此时可以如奥地利刑法学者特立夫特尔建议的那样 ，为避免因此造成的处罚漏洞，可以以反面规
定的方式，规定若对环境造成严重程度的侵害 ，而法规或行政机关未明白许可，应予处罚。 这种规定从
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立法技术上的改变 ，实质上是试图将环境刑法从行政法中剥离出来 ，使环境犯罪不
仅仅是单纯违反行政法秩序的犯罪 ，而是与伤害、盗窃一样成为真正的刑事犯。 可见，随着环境刑法的
发展，环境犯罪性质的转变、独立的环境法益的提出，将环境犯罪中的一部分犯罪由刑法独立规定也并
非完全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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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Flaws in Administrative Norms on Environmental Crime
Du Qi
（ Law School，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46）
Abstract： The Administrative norms may be defective as the pre-normative of environmental crime． Flaws in
administrative norms include illegal administrative norms，illegal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ary action and the lack
of administrative norms． Illegal administrative norms are divided into unconstitutional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illegal executive order． Defects may lead to invalid or revocable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ary action． When
there are flaws in administrative norms，we should learn from foreign practices about whether the criminal court
has the right of review the legality of administrative norms and how to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crime． In China，
we should deal with it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specific administrative act and abstract ones． The court
can review the effects of significant illegal specific administrative acts and abstract ones of regulatory level and
above． When there are no administrative norms，we should deal with it by negative provisions．
Key words： flaws in administrative norms； the environmental crime； administrative norms；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ary action； illeg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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