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环境保护法》四个配套办法 2016 年度实施与适用评估报告主要内容

 评估背景

2014 年新《环境保护法》颁布，为环保部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提供了“按日连续处罚”、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查封、扣押”、“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等新的执法手段。为贯

彻实施新《环境保护法》规定的这四种执法措施，环保部出台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

日连续处罚办法》（以下简称《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办法》（以下简称《限产停产办法》）、《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以

下简称《查封扣押办法》）等配套规章，并联合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了《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移送行政拘留办法》）的规范性文件。

为了考察这四个配套办法 2016 年度的实施与适用情况，对四个配套办法的适用难点、

条款使用率、疑难典型案例等实施和适用情况进行评估，并为各地环保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

员对该规章的准确理解和适用提供指导和借鉴，帮助基层环保执法人员在未来实践工作中更

好地依法贯彻落实这些制度，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特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客观独立地

开展“《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实施情况评估”的学术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了

由竺效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对“四个配套办法”2016 年的实施进行评估。

 数据来源

课题组根据环保部环境监察局提供的全国 32 个地区 2016 年 1 至 12 月期间的环境违法

案件数据，并结合 2015 年 1 至 12 月 32 个地区环境违法案件数据，对四个配套办法的实施

情况与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鉴于数据统计分析耗时较长，为了能按计划在 2017 年 2 月底

完成评估，以满足评估工作的及时性，考虑到，作为第三方独立评估，其性质为学术研究，

在不影响到评估定性分析的前提下，课题组所用数据，为 2017 年 1 月 15 日环境保护部环境

监察局处罚处的初步汇总数据。后经比较，本报告所用前述初步汇总数据，与环保部最终公

布的 2016 年四个配套办法执行案件总数 22730 件，相差 1333 件，不会影响本评估报告的基

本结论。（见附件对照分析）

 2016 年四个配套办法实施总体情况

就新《环境保护法》四个配套办法实施总体情况而言，2016 年 1-12 月份，全国实施四

个配套办法以及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案件 2016 年的总数为 21738 件，同比增长 85%。

其中，按日连续处罚案件共 974 件，同比上升 36%；罚款数额达 84820.73 万元，同比增加

49%；实施查封、扣押案件共 9622 件，同比上升 130%；实施限产、停产案件共 5211 件，同

比上升 68%；移送行政拘留共 3968 起，同比上升 91%；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 1963

件，同比上升 16%。（新图 1）



新图 1：2016 年五类案件同比 2015 变化情况

自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从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12 月，按日计罚、查封扣押、

限产停产、移送拘留四类案件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案件数量在每年 1、2 月较少，每年 1-6

月呈增长趋势，在每年年底 11-12 月份达到年度案件数峰值。大数据显示，第二季度与第四

季度环境违法行为发生率较高，未来环境行政执法力度应随之增强配置。（新图 2）

新图 2： 2015～2016 四类案件总数月度变化趋势图

2016 年 1-12 月，全国范围内 32 个地区（新疆建设兵团的案件单独统计）实施新《环

境保护法》的四配套办法的案件数的地域分布并不均匀，全国范围内 32 个地区适用五种措

施的案件数量大体上呈现从东部往西部、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逐渐递减态势。（新图 3）



新图 3： 2015 年-2016 年全国 32 个地区五类案件总数分布图

 2016 年四个配套办法适用与实施的信息公开情况

2016 年，全国 32 个地区执行此三个配套办法的信息公开率为 73.4%，各地区执行信息

公开情况较 2015 年有所改善。相较于 2015 年，2016 年有 9 个地区信息公开率下降，其中

山西的信息公开率由2015年的90.55%下降到50.50%，上海的信息公开率由2015年的75.76%

下降到 38.50%，两地区的信息公开率下降幅度较大。信息公开率增长的共有 22 个地区，其

中辽宁、宁夏、黑龙江的信息公开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信息公开率增长数均在 25%以上。

河北、天津、河南等地区的信息公开率基本与 2015 年的信息公开率基本持平，波动较小。

各地上报数据显示，信息公开途径呈现出常规和灵活相结合的方式，主要信息公开途径

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环保局网站、社会网站、电视、报纸等途径。与 2015 年 32 地区上

报信息中提及的公开途径类似，各地区较为常用的方式是通过环保局网站或政府信息公开网

进行公开，其中通过环保局网站公开信息的案件数量占绝大多数。（新图 4）



注：“其他”包括政府公告栏、公告屏、微博、微信、简报等途径。

新图 4：2016 年各类信息公开方式案件数占比

 2016 年四个配套办法适用与实施的特点

经过两年的实施，新《环境保护法》四配套办法的适用与实施显现四个特点。

第一，四个配套办法的适用集中于特定违法行为。具体而言，《按日连续处罚办法》适

用适用集中于“超标、超总量排污”的违法行为，共 694 件；《查封扣押办法》适用集中于

“其它违法排污行为”，共 5205 件；《限产停产办法》中适用“停产整治”类案件最多（2782

件），且集中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1701 件）；移送拘留案件中，以“逃避监管

方式违法排污”的行为居多，共 2564 件。

第二，四个配套办法适用的地域性特征凸显。首先，地市级与区县级环保机构普遍适

用四个配套办法，仅有少量区县尚未执行。课题组以“区县执行 4 个配套办法的覆盖率”（即

每个地区有案件区县的个数／每个地区区县的总数）分析后发现，全国 31 个地区的县、区

级覆盖率达 60%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 16 个，其中，江苏、安徽、福建、重庆的区、县

覆盖率达到了 90%以上。福建省的区、县执行配套办法覆盖率最高，为 98%。海南省执行四

个配套办法的覆盖率仅 4%，海南省 24 个区、县中，仅澄迈县执行了四个配套办法，其它区、

县均未执行。此外，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城市群，

“三大区域”内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移送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移送公安五

类案件总数达 7719 件，占全国范围内案件总量的 35%。横向比较而言，长三角地区的案件

数量居前述“三大区域”首位，共 5100 件。

第三，就环境执法案件涉及的环境要素而言，大气、水污染违法案件占比较大。课题

组尝试对 2016 年全部上报的案件，按环境要素进行分类研究。但能够判明案件所涉主要环

境要素种类的仅 12024 件。以上述 12024 件案件为研究对象，对案件涉及环境要素进行分析

可知，涉及大气和水的案件数量占所有可统计环境要素案件的 91.9%，分别有 4675 件和 6380

件。噪声案件和固体废物案件数量居中，分别为 241 件和 638 件。涉及其它类型的环境要素

为 90 件，而在其它类型的案件中，涉重金属污染的有 83 件。



第四，就环境执法案件打击的行业而言，2016 年执行四配套办法重点打击了电镀、钢

铁等行业的环境违法行为。为了能了解四个配套措施的实施与配合中央的重点企业的整改和

发展规划之间关系，课题组尝试通过案件筛查的方法，对钢铁、石油、石化、电镀四类特殊

的行业涉及四个配套措施适用的案件数量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但所上报 2016 年全国执法

数据中，可以统计行业信息的案件的占比不到 10%。在可统计行业信息的案件中，钢铁行业

占 8.5%、石油石化行业占 2.8%、电镀行业占 17.1%。特殊行业中的钢铁行业和电镀行业的

案件相对排序靠前。

 2016 年四个配套办法适用与实施的效果

通过对《环境保护法》四配套办法适用与实施案件情况的统计分析，课题组通过“违法

反弹率”、“组合拳”、执法案件数与环境空气质量相结合，及执法情况与第二产业增长的相

关性等对四配套办法的实施效果予以了评价。

 环境违法行为反弹率整体较低，四个配套办法的实施取得初步成效

课题组所提出的“违法反弹率”，指某一地区违法企业被处以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

限产停产、行政拘留某一种处罚后，再次被处以行政处罚或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比例。违

法反弹率直接反映某一地区内排污企业守法情况和环境行政执法效果。

据统计，2016 年全国范围内违法企业反弹率较低，仅为 2.86%，但较 2015 年 2.57%的

反弹率略有上升。被按日连续处罚的企业违法行为反弹率为 9.81%，较 2015 年有较大程度

的下降，可见按日连续处罚措施已开始发挥威慑环境违法者，预防环境违法行为的作用。被

限产停产、移送行政拘留的企业违法行为反弹率也有所下降，分别为 3.50%、1.49%，这两

种措施也持续发挥其威慑与惩治环境违法行为的作用。而被查封扣押的企业违法行为反弹率

为 1.64%，较 2015 年略有上升，这与 2016 年查封扣押案件总数大幅增加，查封扣押措施进

一步得以适用有一定关联。

结合2016年32各地区执行四个配套办法的案件总数进行分析，违法反弹率相对较高（4%

以上）的地区，如内蒙古、黑龙江、山西、辽宁、吉林、四川、青海，其执行四个配套办法

的案件总数却相较其他地区较低，即除山西 739 件、内蒙古 566 件外，其余地区的四个配套

办法案件年度总数均低于 500 件。（新图 5）



新图 5： 2016 年全国 32 各地区总体反弹率和四类案件数量情况

 环境执法较好地运用了“组合拳”

“环境执法的组合拳”，即对同一环境违法者的同一环境违法行为采取两项或两项以上

的行政处罚（强制措施），以严厉惩治环境违法者，对于依法应当移送行政拘留或涉嫌环境

犯罪的，环保机关与公安机关执法互动，共同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据课题组统计，2016 年环保机关共对 1255 家企业（或个人）打出环保“组合拳”，较

2015 年的 704 家企业（或个人）而言，绝对数量有大幅增加。其中，被采取 2 种组合措施

的企业（或个人）最多，共 1144 家，占 91%；被采取 3 种组合措施的，共 108 家企业（或

个人），占 9%。此外，有 3家企业（或个人）被采取了 4种组合措施，但没有企业（或个人）

被同时采取五种措施。具体而言，实施组合拳数量最多的地区为福建省，共 233 件。其次是

浙江省和江苏省，数量分别为 166 件、163 件。

采取两种措施的“组合拳”中，有 72.9%的案件采取了查封扣押措施。可见，作为一种

强制手段，查封扣押在环境案件执行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查封扣押与其他的行政处

罚措施配合使用的情况也比较常见。查封扣押措施与其他处罚措施并用的案件数量共计 923

件，占查封扣押案件总数的 47.63%。由此显示，查封扣押强制措施在实践过程中配合行政

处罚措施适用的情况较为普遍。另外，采取两种措施的“组合拳”中有 46.9%的案件采取了

移送行政拘留措施。与公安机关协调合作的移送行政拘留措施或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两类

案件相关的“组合拳”占采取两种措施的“组合拳”总数的 74.1%。可见，环保部门打出组

合拳，仍需与公安机关协调合作，共同为保护环境、制止环境违法行为、预防环境污染作出

贡献。



 2016 年环境执法案件数据与环境空气质量变化分析

课题组结合 2016 年环境空气质量分析各地环境执法情况。根据环境保护部统计的 2016

年各地区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排名，对照 2016 年各地区的四个配套办法案件数量可以发现，

案件数量排名较多的前 10 个地区中，有 7 个地区的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排在全国的后 15 位，

分别为江苏、安徽、河南、山东、陕西、湖北、山西。

而比较 2016 年各地区的案件数量可以发现，环境保护部统计的 2016 年 PM2.5 浓度同比

上升幅度较大的 9个城市，其适用四个配套办法的案件数量却相对较少。就京津冀、长三角

和珠三角地区三大区域环境执法与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分析，根据 2015 年和 2016 年的空气指

数数据，三大区域内，2016 年空气质量数据变化整体上有升有降，PM 浓度指数上升的城市

少，下降城市的多，空气质量明显得到改善。但三大区域内，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 PM2.5

与 PM10 年平均浓度上升的地区，其执法案件数均低于该区域内的平均案件数。

 2016 年各地区案件数量与第二产业增长具有相关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5 年 31 个省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结合各地区 2016 年的执

法案件数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案件数量纳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案件总量中）进行比

较可知，除个别省的情况较特殊以外，同期各地区五种配套措施执法案件的数量与第二产业

增加值整体上具有相关性，即多数第二产业增加值高的地区的环境执法案件量也相对领先。

课题组以“环境执法强度得分”（即环境行政执法案件数量除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再赋值为

百分制）分析，环境执法强度得分的数值越小，说明该地区执法强度越弱；环境执法强度得

分的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环境行政执法强度与该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匹配”相对较好。

由此可知，环境行政执法强度较大的地区为甘肃省、安徽省、福建省、山西省、浙江省。环

境行政执法强度较小的地区为天津市、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青海省和吉林省。（新图

6）

新图 6 全国各地区环境执法强度得分图



 全国 32 个地区实施四个配套办法情况排序

课题组以全国 32 个地区执法“案件总数”、“违法反弹率”、“信息公开率”三组数据对

32 个地区执行四个配套办法情况进行评分排序。2016 年全国 32 个地区实施四个配套办法排

名前五位的地区为河南省、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广东省；排名后五位的地区为内蒙古

自治区、天津市、海南省、青海省、新疆建设兵团。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四个配套办法

的适用与实施，有 13 个地区排名上升，4 个地区排名不变，15 个地区排名下降。排名上升

幅度最大的是广西（19 位），下降幅度较大的是四川（下降 15 位）与上海（下降 14 位）。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最后，课题组提出，虽然 2016 年全国范围内执行四个配套办法的案件数有大幅增加，

同比增长约 85%，但反弹率的回升也警示执法机构的执法质量有待提高，且部分地区环境执

法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质量也仍有待提高，公开途径应与时俱进。

另外，课题组还指出，四个配套办法条文还需更加准确地解读与理解完善。

 《按日连续处罚办法》中关于 30 日复查期限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执法人

员的手脚，不利于发挥这项制度的威力。同时，按日连续处罚的适用范围也应

根据实践增加相应的违法情形。

 《查封扣押办法》第 23 条第 2 款规定的撕毁封条后的处理无法与《治安管理

处罚法》衔接问题，还需环保机关与公安机关协商一致予以解决；

 应对《限产停产办法》第 5 条、第 6 条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或由环保部统一

规范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停业关闭措施在执法实践中的适用，以确保依法行

政，过罚相当，充分发挥《限产停产办法》的功能；

 《移送行政拘留办法》第 2条规定与上位法冲突，与实践不符，建议尽快修改

《移送行政拘留办法》第 2条的规定，以使其与环境保护法规定本意相符，并

适应执法实践的需求；

 实践中存在大量“其它”违法行为，应及时修改配套办法的适用情形使之适应

实践需求。



附件

本评估报告所用环保部初步统计案件数据与环保部最终公布数据对照

截止报告定稿之际，环保部公布了全国 32 个地区上报的 2016 年四个配套办法执行案件

的最终统计数据，案件总数为 22730 件。为与实际情况进行衔接，课题组列表进行对照。

2017 年 2 月 23 日环保部完成最终统计数据（以下简称“2.23 数据”）较本评估报告所

用初步统计数据（以下简称“1.15 数据”）增加 1333 件，即增加了 6%。就按日连续处罚、

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移送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五类措施的案件数，占总案件

数比例而言，比例变化差别微小，查封扣押类案件仍为最多，占 43.89%，最少的仍为按日

连续处罚类案件，占比 4.47%。（详见附件图 1）

附件图 1 两组数据中五类措施占总案件数比例情况对比图

另外，就 32 个地区上报数据而言，2.23 数据与 1.15 数据中 32 个地区案件总数比较，

32 个地区上报数据有增有减。其中，江苏增加最多，增加 881 件；其次为广东，增加 291

件；再次为山西，增加 97 件。此三地区增加案件数占新增案件总数的 95.2%。由此可见，

2.23 数据与 1.15 数据最大变化在于江苏、广东、山西三地的案件数。

就总案件数排名而言，1.15 数据中 32 个地区前四位排名为浙江、广东、福建、江苏，

而 2.23 数据中前四名排名为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可见在总案件数排名中，仅浙江与

广东、福建与江苏排名兑换，其它地区排名不变。



附件图 2 两组数据中 32 个地区案件总数差别情况

由附件图 2可见，2.23 数据中 32 个地区案件总数变化情况仅山西、江苏、广东三个地

区变化幅度大，其它地区变化幅度均较小，有些地区没有变化。因此对于报告中采用 1.15

数据的信息公开率、反弹率、组合拳、执法强度、案件涉及环境要素、适用情形等数据，除

江苏、广东、山西数据可能有一些变化外，其它地区数据变化幅度均较小。而江苏、广东两

地在 1.15 数据中案件数量也均较大，且远超其它地区。因此，本报告中利用 1.15 数据得出

的结论，仍可以较好地符合实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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