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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研究:

分类、特性与选择
毛万磊

(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环境治理成为当前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设计是关

系环境治理效果和政策执行成败的关键性因素，目前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渐趋成熟，并将研究视角转移到

新政策工具的论证与应用上。在厘清环境政策工具的分类的基础上，从四个维度分析三大类环境政策工具

的特性。最后在新环境政策工具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思考我国环境政策工具的合理设计和优化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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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近年来，环境治理成为国内外政府管理的热门

话题，而如何提高环境治理绩效，持续改善环境质

量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重要

议题。一方面，我们生活的周边面临着日益严峻的

环境问题。例如，水污染、大气雾霾、有毒化学品违

规排放等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与此同时，作为

环境公共治理主体的政府也开始将环境质量改善

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

提出全面落实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环境保护( 环境治理) 已经成为我国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根本措施。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环境治理日益得到关注的背景下，对达成环

境治理目标的政策工具展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在环境治理的政策分析与实践中，一旦清晰

界定了政策问题( 环境恶化) ，明确了政策目标( 生

态文明) ，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设计就成为环境治理

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关键性任务。政策工具( poli-
cy instruments or tools of government) 是“实现政策目

标或结果的手段”［1］49。从这一角度看，环境治理中

的政策工具可以定义为政府部门为了解决特定的

环境问题或实现环境治理目标而采取的措施、手段

和方法的总和。环境政策工具设计是否合理、选择

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环境治理效果。在这种“工具 －
结果”的关注下，研究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的设计和

优化选择应具体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重新思

考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的分类，特别是自愿型环境政

策工具划分标准; 第二，在现有学界对评价标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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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基础上，通过效果确定性、静态效率、强制性、
对环境质量改善持续性四个维度客观地评价工具

特性; 第三，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对环境治理政策工

具的合理设计和优化选择提出建议。应该受到研

究重视的是新环境政策工具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

具的关系到底是替代还是补充。

二、环境政策工具的分类与特性分析

环境政策工具的分类和特性一直是理论研究

的热点问题，也是一个难以厘清的难题。但是政策

工具的分类和特性分析对于政策工具的设计和选

择，以及政策执行的效果都有重要的影响。“为了

有效地制定政策，政策制定者必须了解自己可能采

取的政策工具的范围，同时也需要了解在可供选择

的不同政策工具之间存在的差异。”［2］

( 一) 工具分类
环境政策工具的分类最初是基于市场与行政

的二分法进行划分的，“政策工具通常被划分为‘市

场化工具’和‘命令—控制式工具’，不过这样的划

分过于简单。”［3］102 随着环境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

展，基于新型治理机制的政策工具不断出现并且治

理效果良好，如信息手段、自愿协议等。国际上比

较有影响的分类方法有: OECD 的政策工具三分法，

即直接管制、经济手段( 或市场机制) 和劝说式手

段［4］8 － 9 ; 世界银行的四分法，即利用市场、创建市

场、环境管制和公众参与。还有学者将环境政策工

具四分为管控型工具、市场化工具、信息工具和规

劝工具。此外，五分法将环境政策工具划分为法律

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和宣传教育手

段。通过研究相关文献发现，当前学界对基于行政

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环境政策工具划分标准没有太

大的分歧，但在新发展的环境政策工具的内容和分

类标准上差异较大( 详见表 1) 。
虽然不同学者所使用的名称各异，但环境政策

工具三分法似乎成为学界主流的划分方式。基于

政策工具对被规制者的强制性，可将环境政策工具

分为三大类，即基于强制机制的命令与控制型政策

工具( command － control tools) ，基于市场机制的经

济 激 励 型 政 策 工 具 ( economic incentive instru-
ments) ，以及基于自愿机制的自愿型政策工具( vol-
untary instruments) 。

表 1 环境政策工具分类方法

分类方式 具体类型

二分法 命令—控制型 市场化工具

三分法 管控型 市场化工具
公众参与 /劝

说式手段

世界银行 环境管制
创建
市场

利用
市场

公众参与

四分法 管控型 市场化
信息
工具

规劝
工具

五分法
法律
手段

行政
手段

经济
手段

技术
手段

宣传
教育

本文划分 命令与控制型 经济激励型 自愿型

最传统的治理方式认为，消除环境污染外部性

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制力( 如法规和标准) 。命令与

控制也就因此成为环境治理的第一代政策工具，它

的典型特征是被规制者在环境目标选择( 即绩效标

准，如政府规定企业排污量) 或者达成目标的技术

手段( 即技术标准，如政府强制企业使用指定的生

产技术) 上无法做自由选择。甚至在有的学者看

来，只有当被规制者在政策目标，达成目标的方式

上都未被授予自由选择权时，政策工具才能被称为

管控型政策工具。20 世纪 80 年代后，越来越多的

人主张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把外部效果内部化。
“这些政策工具和方法通过市场信号刺激行为人的

动机，而不是通过明确的环境控制标准和方法条款

来约束人们的行为。”［5］2 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可分

为利用市场( 环境税费、政府补贴、押金—返还等)

和创建市场( 主要是排污权交易) 两大子类。
自愿型环境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信息舆论、

协商规劝、道德说教、公民参与等非强制性手段，改

变被规制者的成本效益结构或环境道德观，从而使

其采取改善环境质量的自愿行动，最终实现环境治

理目标。其实质是“当事人在决策框架中的观念和

优先性的改变，或者说将环境保护的观念全部内化

到当事人的偏好结构中”［4］9。自愿型环境政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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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可以划分为信息手段( information devices，IDs) 、
自愿协议 ( voluntary agreements，VAs) 和公民参与

( citizen participation) 三类。信息手段具体包括环

境标志( environmental label) 、环境认证( environmen-
tal certification) 、信息公开(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等。“所有的其它工具都在一定程度上

依靠信息，但是信息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工

具”。［6］“实际上，信息提供就其本身的权利而言就

是一种政策工具。”［3］101 自愿协议包括单边协议( u-
nilateral commitments) 、谈判协议 ( negotiated agree-
ments) 和公共自愿协 议 ( public voluntary program-
mers) 。不同类型的协议虽然组织形式不同，但是

对于减少污染排放都不具有强制力。公民参与主

要包括环境听证、环境信访、环境宣传教育等。环

境治理中的主要政策工具类型以及我国的典型政

策实例( 详见表 2) 。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自愿型环境政策工具的划

分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之所以把信息类政策

工具和自愿协议类政策工具统一归入自愿型政策

工具，理由是二者皆以当事人的自愿行为作为环境

治理的基础，并不具有强制性; 二是公众的参与活

动在信息类政策工具和自愿协议类政策工具中并

不显著，并且诸如环境听证等真正公民参与并未归

到此二者当中。因此，将公民参与作为子类，与信

息类和自愿协议类工具一起纳入自愿型环境政策

工具是比较准确合适的。
环境政策工具的发展实际上是在环境治理中

政府与企业、公民关系的变革。“环境政策工具是

动态变迁的，政策工具的更新与替代从政策执行的

角度体现出政府对公共问题治理方式的改变。”［7］

如果说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工具的政策核心在于依

靠政府科层制治理结构的强制性，那么经济激励型

政策工具则以企业为环境政策的核心进而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而自愿型政策工具虽然仍以企业环

境行为的自主改善为主导发挥效果，但在灵活性方

面更进一步，信息压力和舆论压力在其中的作用也

更大。
( 二) 特性分析
对于三类环境政策工具特性评价主要借助于

以下四个维度进行重新审视，从工具理性的视角为

环境政策工具的设计和优化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效果确定性。环境政策工具的确定性是指

表 2 我国环境治理中的主要政策工具实例

分类 主要子分类 典型工具 政策实例

命令与控制

型政策工具

目标标准 排放标准 “十二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规划

执行标准 生产技术限制 清洁生产标准———造纸业( HJ468 － 2009)

经济激励型

政策工具

利用市场

环境税费 二氧化硫排放费

补贴 国家节能减排专项补贴

押金—返还 暂无

创建市场 排污权交易 2015 年形成全国范围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自愿型

政策工具

信息手段

环境信息披露 环保部: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重点行业信息公开

环境标志 中国环境标志认证

环境认证 ISO14001: 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自愿协议 谈判协议 山东省节能协议试点及推广

公民参与
环境信访 2006 年新《环境信访办法》实施

环境听证 地方政府重大环境决策听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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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策工具达成特定环境治理目标的程度，主要

考察环境政策工具对污染物总量的控制情况。首

先，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工具有明确的治理目标并依

靠强制性管理保证污染控制结果的确定性和可操

作性，因此它的环境治理效果确定性很强。此外，

排污许可证交易( 创建市场) 是在政府机构的环境

治理目标所要求的总排污量基础上实施的，因而在

污染总量控制上也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其次，经济

激励性政策工具中利用市场的确定性要明显弱于

创建市场，因为一方面政府难以确立合适的价格以

激励污染削减，另一方面企业拥有一定的排污量选

择自主权。最后，自愿型政策工具在环境总量控制

上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国外有实证研究表明，在

缺少其它政策工具配合的情况下，自愿型政策工具

对排污量的削减并不显著。
2． 静态效率。静态效率是静态分配状况下的

成本效率，即在不考虑时间因素和技术进步的前提

下，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既定的环境治理目标。无论

哪种类型的环境政策工具实质上都是在改变当事

人潜在的收益或者成本，从而使其采取有利于环境

质量改善的生产或消费行为。目前，学界主流观点

认为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比基于

强制机制的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更具经济效率。
影响静态效率的重要因素在于被规制者减污成本

的差异性程度，而市场逻辑在处理差异性上比科层

结构更具灵活性和经济性的优势。不同污染主体

的环境治理成本通常是不一样的，命令与控制型政

策工具最大的缺陷是忽视被规制者的异质性。它

很难让具有不同成本收益曲线的被规制者承担合

理的排污控制目标，这不但使政府规制机构面临公

平性的道德风险，同时极大地增加了治理成本。而

经济激励性政策工具通过利用市场或创建市场，使

被规制者可以依照自身的成本曲线选择合适的排

污量，进而达到总体的治理成本最低。
从总体上看，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在信息成本

和遵守成本上比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工具更有优势，

它以最小的费用更有效率地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理论上基于自愿和协商机制的自愿型政策工具的

遵守成本和信息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因此静态效率

应该更高。但有许多研究表明，自愿型政策工具在

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而考察其静

态效率难度很大。
3． 强制性。政策工具的强制程度是指，“政策

工具以 强 制 力 量 迫 使 行 为 实 施 或 目 标 达 成 的 程

度”，主要考察当事人在环境治理中行为或目标选

择的自主程度。从三种类型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

上可以发现，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工具的强制性最

强，其次是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最弱的是自愿型

政策工具。但是，近年来国外一些关于自愿型政策

工具动因和效果的研究发现，自愿型政策工具并非

完全没有受到强制性压力。企业采用自愿型政策

工具的动因来自于管制性压力和非管制性压力的

共同作用，管制性压力来自于管制性政策工具的实

施，非管制性压力有消费者、资本市场、NGO 和社

区。［8］90可见自愿型政策工具的采用并非完全是当

事人出于自愿选择的结果。此外，同一类环境政策

工具中各具体类型工具的强制性也强弱有别( 详见

图 1) 。

图 1: 环境政策工具的强制性和对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比较示意图

4． 环境质量改善持续性。政策工具对环境质

量改善的持续性通过两个方面来考察，即政策工具

是否能够持续影响企业削减更多的排污量和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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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革新及扩散。换言之，环境政策工具因具

有更好的动态效率，从而更具应用性，如图 1 所示。
首先，在理论上自愿型环境政策工具特别是信息类

手段和公民参与作为一种长效机制，能够长期持续

地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相比较而言，“传统的命令

控制型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政府的强制

性，如果强制性弱化甚至消失，则其作用将不再发

挥; 同样，经济刺激型政策工具则依赖于经济利益

的驱动，离开了利益的驱动其作用的发挥也会削

弱。”［9］其次，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污染控制上具

有很大的灵活性，同时也能够为企业减排提供持续

性的经济动力。“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超越传统的

‘命令—控制’方法的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具

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和技术革新及扩散的持续

激励。”［5］43最后，一般认为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工具

的一个内生缺陷是倾向于阻碍环境治理相关技术

的发展，至少理论上不存在对采用新技术的激励促

进作用。“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政治自由主义

者和环境专家开始质疑‘命令—控制’型政策是否

会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5］80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工

具不能为被规制者提供超越控制目标的经济激励，

这必然影响到它对环境治理效果的持续改进。但

是也有学者指出，“‘命令与控制’系统并不总是对

技术进步起负面影响。例如，规制中的‘禁止’有时

‘强制’污染控制技术的发展和突破。”［10］基于以上

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规范意

义上，自愿型政策工具优于经济激励工具，经济激

励优于命令与控制。强化环境政策工具对技术进

步和扩散的激励作用并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将会成

为环境政策工具选择和设计的重要考量。

三、环境政策工具的优化选择

政策工具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政策

工具选择的因素主要有目标、工具自身的属性、工

具选择的环境、组织路径等。［11］84 － 91 可以说，政策工

具的分类和特性分析仅仅是影响环境治理政策工

具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但却是环境治理工具选择

和设计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对这些基本知识有清

楚的了解，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有效

地应对同样在日益复杂化的环境问题。政策工具

的选择和设计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文不针

对影响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其它因素做具体分析，

而是将关注焦点放在环境政策工具更新换代的背

景下，如何处理新政策工具与传统治理方式的关

系上。
随着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导向公共

行政改革的兴起与发展，在政策工具选择的逻辑上

似乎是自愿性优于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又远比政

府直接干预优越得多。20 世纪 90 年代后，命令与

控制型政策工具的缺陷不断暴露出来，而以经济手

段和自愿手段为主要内容的新环境政策工具( new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NEPIs) 在美国和欧

盟国家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逐渐成为环境治理政

策选择的发展趋势。从环境政策工具的特性分析

可以看出，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工具除了在治理效果

的确定性上略占优势以外，在强制性、静态效率和

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持续性上都明显弱于新环境政

策工具。这也是新环境政策工具快速发展并得到

大量应用的主要原因。虽然新环境政策在灵活性

和经济性更具优势，但其对外部制度环境和政府治

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忽视新环境政策工

具应用条件而盲目地加以使用，后果可能是灾难性

的。有学者已经清楚地提醒我们，“实用性的建议

对于特殊的问题和环境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在环

境管理中，由于对经济激励抱有一般的但天真的热

情，导致经济激励被应用到不适合的地方，那将是

十分不幸的。”［12］保罗·Ｒ． 伯特尼认为，“尽管美国

的政治家近年来对经济激励政策工具兴趣日增，同

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市场导向的政策工具仍未

成为美国环境政策的主体，大部分还处于管制政策

的边缘。”［5］75而王惠娜在研究了国外关于自愿型环

境政策工具有效性的相关文献后得出的结论是，以

“自我管制”为背景假设的自愿性工具并不能取代

强制管制，相反强制管制造成的管制性压力才是采

用自愿性工具的主要动因。［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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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制度完善、法律体系健全

的国家，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也并没有得到完全地

应用。而自愿性政策工具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面

临着难以独立发挥作用和治理效果不确定的难题。
把新环境政策工具作为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工具失

效的替代还是补充，是今后环境政策工具体系发展

亟需论证分析和实践验证的重要问题。从目前的

发展形势来看，认为新环境政策工具能有效地取代

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工具似乎是非理性的，甚至过度

推崇其经济理性和自愿理性也可能是目盲的。
环境政策的制定决不是简单地在命令与控制

型政策工具与新环境政策工具之间进行非此即彼

的选择。政策工具的混合使用能够带来更佳的环

境治理效果，这将会是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发展的一

个显著趋势。例如，自愿型政策工具使公民的环境

道德水平提高，有利于降低另两种政策工具的信息

成本; 而强大且持续的管制压力将会使自愿型政策

工具的治理效果更加显著。因此，环境政策工具选

择和设计的最佳路径是: 坚持“渐进调适”的基本原

则，优化和提升命令与控制型政策工具，积极使用

和发展新环境政策工具; 同时注意政策工具之间的

协同和配合，逐步建构起与制度环境变化相适应的

环境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为环境质量改进和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准确有力之“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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