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猿源 卷第 员 期
圆园员缘 年 圆 月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酝粤砸陨晕耘 耘晕灾陨砸韵晕酝耘晕栽粤蕴 杂悦陨耘晕悦耘
灾燥造援 猿源摇 晕燥援 员
云藻遭则怎葬则赠摇 圆园员缘

油污损害赔偿基金之法理基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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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是为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油污事故受害人而建立的一种环境侵权社会化分摊

救济方式遥 依据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袁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征收是对企业外部不经济性的一种内部化遥 依

据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理论袁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既是一种正义的重新分配袁也是依据传统的

侵权救济方法无法使被破坏的正义恢复原状时的一种矫正遥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袁尤其是野差别原

则冶袁说明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对受害人给予充分救济的重要性遥
关键词院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曰外部性理论曰正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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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油污损害赔偿基金袁是指以保护海洋环境尧弥
补海洋油污损害为目标袁依靠国家行政权力向石

油相关行业筹集袁在法定条件满足时袁经海洋油污

事故的清污人或者受害人申请袁专门用于弥补其

损失的专项基金遥 如依据叶员怨苑员 辕 员怨怨圆 年设立国

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曳 渊以下简称叶基金公

约曳冤建立的野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冶袁美国的

野溢油责任信托基金冶袁加拿大的野船源油污基金冶

以及我国的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基金冶遥 虽

然各国油污基金名称各异袁资金筹集方式尧管理模

式尧补偿范围也各不相同袁但其主要功能都是在受

害人依据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无法获得

全部赔偿之时袁由该专项基金对油污受害人和清

污人给予补偿袁因此将其统称为油污损害赔偿基

金袁或者油污基金遥
与其他各国相比袁我国油污基金制度建立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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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袁圆园员圆 年叶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基金征收使

用管理办法曳渊以下简称叶油污基金管理办法曳冤的
生效才标志着我国油污基金制度的正式建立遥 然

而袁由于我国的油污基金制度移植自 叶基金公

约曳袁而国际公约的内容常常是各国利益相互妥

协的产物袁其无法代表我国利益袁也不能完全符合

我国的社会现状遥 再者袁法律是稳定的袁社会是进

步的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袁叶基金公约曳早已不具

有先进性尧前瞻性袁比如赔偿限额较低尧只对油轮

造成的油污损害进行救济而未考虑因石油开发设

施等原因造成的油污事故尧只对受害人提供事后

的补偿袁而不先行支付油污事故应急反应费用等遥
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中的这些弊端早在美

国制定叶员怨怨园 年油污法曳时就对其予以质疑咱员暂 袁并
在该法中予以完善遥 而我国叶油污基金管理办

法曳在移植该制度时仍未进行修正袁导致此项新

兴的制度在我国的理论和实践运用中均存在诸多

问题袁而问题的解决无法脱离对该制度之法理基

础的剖析遥 法理是一项法律制度的基础和罗盘袁
脱离了法理基础去单纯讨论操作性的法律制度构

建袁犹如无本之木尧无水之源袁有时还会使制度构

建缺乏方向指引而野误入歧途冶遥 因此袁笔者试图

对油污基金法律制度的法理基础进行分析袁以说

明该制度的价值袁以及理想状态下运行该制度所

要达到的目标袁以期为中国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

建立尧完善和正确发展提供一个理论上的支持遥
员摇 庇古的经济外部性理论

经济学家庇古渊粤则贼澡怎则 悦藻糟蚤造 孕蚤早燥怎冤在其 员怨圆园
年出版的叶福利经济学曳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经济

外部性的概念袁即野部分人的经济活动给其他人

带来收益或者损失遥 获得收益的人无需支付对

价袁而遭受损失的人得不到相应的经济补偿遥 不

需支付对价而获得收益就是正的外部经济渊边际

私人净产值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值冤袁也叫外部经

济性曰反之袁遭受损失却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就称为

负的外部经济渊即边际私人净产值大于边际社会

净产值冤袁也称为外部不经济性冶 咱圆暂 遥 外部性的存

在会导致行为主体不能将经济活动的消极或积极

后果完全内部化袁产品价格不能体现成本和收益袁
从而使生产无法维持在社会 优水平袁这是完全

依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缺陷之一袁因此政府应

该适度干预袁针对负的外部性和正的外部性分别

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院对产生负的外部性的部门

进行征税袁以迫使厂商减少产量袁从而减少企业对

社会的外部不经济曰对产生正的外部性的部门实

行奖励和津贴袁以鼓励厂商增加产量袁从而增加其

外部经济遥 这种征税尧收费的政策工具后来被称

为野庇古税渊孕蚤早燥怎 栽葬曾冤冶遥
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在美国被认为是一种保险

费税袁也是野庇古税冶的一种袁即野一种即通过向工

业或利益集团征税来形成针对潜在环境风险的保

险基金袁潜在的环境风险与被征税产品的生产和

使用有关冶 咱猿暂 遥 此税收的作用在于鼓励企业在决

策中考虑环境风险并将其内化遥 环境污染是典型

的由企业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性遥 员愿
世纪 苑园 年代以前袁随着环境问题日益恶化袁各国

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用于污染治理袁从而使得

环境破坏者转嫁了自己的行为成本袁享受了破坏

环境的行为给其带来的利益袁 终导致公共财政

负担越来越重袁而破坏环境的行为却愈演愈烈遥
根据 野 庇 古 税冶 原 理袁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渊韵耘悦阅冤于 员怨苑圆 年提出野污染者负担原则冶渊孕燥造鄄
造怎贼藻则 孕葬赠泽 孕则蚤灶糟蚤责造藻冤袁要求企业将其污染成本内在

化袁污染企业自己承担控制污染尧治理污染以及污

染损害赔偿的所有费用袁以体现社会公平遥 野污
染者负担原则冶经过不断丰富袁在我国发展为野染
者付费尧利用者补偿尧开发者保护尧破坏者恢复冶
原则袁简而言之袁即野污染者付费袁受益者补偿原

则冶 咱源暂 遥 对利用海洋进行油类进口和海底石油开

发的行为人征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袁专款专用袁用
该基金补偿因海洋环境破坏而遭受损失的受害人

和清污人袁实则是依据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袁将石油

相关企业在发展中导致的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内

部化袁 终由污染者渊船舶所有人冤尧受益者渊油类

货主冤尧开发者渊海洋石油开发商冤一起承担环境

治理尧恢复和赔偿的成本袁从而促使企业计算其生

产的成本收益袁选择 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行

为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遥
但是袁我国目前的油污基金只针对船舶造成

的油污事故进行救济袁而并未涉及石油开发尧储存

设施等船舶以外的设施造成油污事故遥 此类设施

一旦发生事故袁其漏油量要远远大于船舶油污事

故遥 近年来袁除了震惊世界的美国野深水地平线冶
漏油事故以外袁由设施造成的油污事故在我国亦

屡屡发生遥 圆园员园 年 苑 月 员远 日袁大连新港中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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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油管发生爆炸袁绿色和平组织的专家估计泄漏

总量为 远 万 贼 左右咱缘暂 遥 圆园员员 年 远 月袁我国渤海湾

蓬莱 员怨鄄猿 油田发生漏油事故袁按照公开的数据袁
渤海湾漏油量是 猿源园园 桶袁累计造成 缘缘园园 多 噪皂圆

海水污染袁 终康菲石油中国公司和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赔付受害人 员远援 愿猿 亿元袁国家海洋局对

美国康菲石油公司罚款 圆园 万元咱远暂 遥 圆园员猿 年 员员
月 圆圆 日袁山东省青岛市野员员窑圆圆冶中石化东黄输

油管道泄漏并爆炸袁造成 远圆 人死亡尧员猿远 人受伤袁
直接经济损失 苑缘员苑圆 万元咱苑暂 遥 正如绿色和平组织

所言要要要野只要我们的经济发展依然高度依赖化

石能源袁泄漏之剑总会高悬遥冶面对频发的灾难性

漏油事故袁迫切需要油污基金作为一种灾后反应

与补偿机制袁对海上和岸上的设施造成的油污损

害进行救济遥 再者袁依照庇古税的激励效果袁我国

目前的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对所有通过海路运输的

油类一律进行征税袁这种野一刀切冶的税收政策对

减少石油使用和石油货主选择海路运输石油具有

微弱的激励效果袁但是却无法激励石油货主选择

更安全的船舶遥 如何有效利用税收这种政策工具

激励石油货主选择安全性更高的船舶进行运输袁
从而达到减少油污风险的目的袁是我们在未来选

择油污损害基金的征税对象时应该考虑的因素遥
圆摇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

野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冶 咱愿暂 袁正
义是一切法律的终极目标袁法律只能无限趋近于

正义袁但又无法与其完全重合袁一部法律越趋近于

正义袁越说明该法是一部良法遥 因此袁对石油货主

分摊海洋油污损害的这样一种法律制度从正义角

度进行价值判断袁有助于衡量该法的优劣程度遥
亚里士多德认为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正义的

实现袁法律就是正义的体现袁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正

义遥 正义是使每个人各得其所袁即每一个人所取

得的东西都是他应当得到的遥 正义分为分配正义

和矫正正义袁分配正义是按照个人才能与贡献等

标准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财富尧权力尧荣誉尧利益

等遥 而矫正正义则是在分配正义被打破时发挥作

用袁即当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时袁侵犯者应当给予补

偿尧修复袁要求侵犯他人权利的一方将不应多得的

部分利益归还受损一方袁或者将受损方的损失转

嫁给侵犯他人的一方来承担袁 终达到原始的

野每个人各得其所冶遥 对侵权损害后果的赔偿是

典型的矫正正义的体现遥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是

从人的不平等性出发的袁有其局限性袁但对我们理

解油污损害基金法律制度的正义价值具有指导

意义遥
现代侵权法对环境侵权责任采用无过错原

则遥 从过错原则到无过错原则的转变本身就是一

种正义的重新分配遥 但是袁无过错原则虽然保护

了污染事故的受害方袁对于直接承担海洋环境污

染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要要要船舶所有人而言却有

失公允遥 无论是海洋石油开采袁还是远洋油类货

物运输袁均属于虽尽 大的注意义务仍可能发生

事故的高风险行业袁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过错原则

野实际上是将人类的过错加到单个主体的身上袁
这是不公正的袁因而也不具正义性冶 咱怨暂 遥 因此袁圆园
世纪中期袁为了避免因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使社

会公益性的企业陷入经济困境甚至破产袁在全部

赔偿原则之外袁法学界提出了限制性赔偿原则袁也
称部分赔偿原则遥 叶员怨远怨 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民

事责任公约曳下船东的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的

理论依据即为此遥
然而袁油污事故的大型化使得船方的责任限

制根本不足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油污损害袁受害

人无法获得赔偿的部分越来越高袁产生了新的不

公平尧不正义遥 航运业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袁是国

家大力扶植的产业遥 自古以来航运兴则海洋强袁
海洋强则国力升袁航运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袁对人类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遥 而面

对大型的海洋油污事故袁如果要求船方单独对油

污事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袁一次污染事故的巨额

损害赔偿金极有可能会导致该航运企业的破产遥
这种动辄会导致破产的责任制度安排无疑会打击

企业的积极性遥 基于油类货物的特殊性质也是导

致油污损害的原因之一袁单独让油轮运输业来承

担所有的赔偿责任有失公允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就
面临着正义的重新分配遥 对于可能发生的油污损

害袁由船东承担严格责任袁船东再通过责任保险将

部分风险分配给保险人袁船东与其保险人不能赔

偿的损失袁再通过油污损害基金的方式将其分散

给进口石油的各油类货主袁货主将支付的基金摊

款作为成本体现在油类价格中袁以此方法袁潜在的

油污损害的后果就在石油的承运人尧货主尧消费

者尧受害人之间进行分摊袁从而实现分配正义遥
从矫正正义的角度来分析袁每个人生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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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袁享有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以

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遥 海洋环境污染不但对沿

海居民尧养殖户尧旅游业经营者的相关权益产生影

响袁还侵犯了国家对海洋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每

一个公民享受自然所赋予的碧水蓝天的权利袁使
得自然法的分配正义受到破坏袁而根据实在法确

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利益机构也受到破坏袁此时

便需要启动侵权损害赔偿法律程序来对受到破坏

的正义进行矫正遥 船方作为油污损害的责任方在

对受害人进行损害赔偿后袁仍然无法使受害人得

到完全的救济袁野无法恢复其被打破的平衡并使

受害人重新回到致害行为没有发生时原本应当处

的地位上冶 咱员园暂 遥 此时袁为了尽可能地矫正被破坏

的正义袁补偿受害人损失袁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体现出了其价值遥
猿摇 罗尔斯的正义论

罗尔斯的正义论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

继承和发展袁其正义观以人的自由平等为核

心咱员员暂 袁从野无知之幕冶的假设状态出发袁提出了有

关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遥 第一个正义原则为野平
等的自由原则冶袁即每个人都在 大程度上平等

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遥 第二个

正义原则包括野机会平等原则冶和野差别原则冶两
层含义遥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可能对每个

社会成员做到按需分配袁为了达到公正合理的分

配袁必须在分配时给予所有社会成员平等的机会袁
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都平等地公开袁此为野机会

平等原则冶之内涵遥 国家为了对社会成员的差别

予以调解袁 大限度地改善 差者的地位袁对于不

能平等分配的东西袁应当对处于社会 不利地位

的人 有利袁即为野差别原则冶的体现遥
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求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

利和机会袁但是他又看到了自由和平等尧个人和社

会的矛盾院当一个人充分享有自由权利时袁由于人

类理性的缺陷和对利益的追求袁必然会导致人们

互相之间利益的冲突袁产生社会政治尧经济的差别

和不平等袁从而 终限制了个人对自由权利的充

分享有遥 因此必须实施差别原则袁在分配社会财

富时要照顾处于弱势地位者的利益袁通过国家调

节 大限度地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袁以此来保证

社会的和谐遥 罗尔斯的正义观对如何分摊社会合

作中产生的成本尧收益尧风险具有指导意义遥

在海洋油污损害案件中袁人们利用海域进行

生产尧生活的自由和权利适用于第一个正义原则

进行平等分配袁该自由和权利受到平等的保护遥
而在开发海洋尧利用海洋过程中取得的财富尧遇到

的风险负担无法做到人人平等袁应该根据第二个

正义原则袁其分配只有符合 不利者的 大利益

才是正义的遥 在承担海洋油污损害风险的三方当

事人中院石油货主和船舶或者海洋开发设备的所

有人通常都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大型企业袁圆园员猿 年

上半年袁中石油实现净利润 远缘缘援 圆圆 亿元袁日赚

猿郾 远圆 亿元袁是亚洲 赚钱的公司袁中石化实现净

利润 圆怨源援 员苑 亿元袁日赚 员援 远 亿元袁中海油实现净

利润 猿源猿援 愿 亿元袁日赚 员援 怨 亿元咱员圆暂 遥 圆园员源 年度全

球 富有的 员园 家公司袁其中 苑 家公司为石油公

司袁埃克森美孚公司尧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尧英国 月孕
石油公司尧维多石油集团尧中国石化等公司都榜上

有名咱员猿暂 遥 这些石油公司依托海洋进行油类进口

运输或者海底油类开采袁在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

的同时赚取了巨额利润袁属于海洋环境资源的受

益者遥 与此相比之下袁油污损害的受害人和清污

费用索赔人无疑属于弱势群体袁对于石油货主或

者海洋开发设备的所有人来说九牛一毛的基金摊

款袁对于受害人或者清污费用索赔人来说可能就

是全部身家遥 比如袁在野深水地平线冶漏油事故

中袁英国 月孕 公司设立的 圆园园 亿美元的基金仅占

月孕 公司 圆园员源 年总收入 源员园园 亿美元的 圆园豫 遥 在

海上漏油事故中袁因为受害人众多尧损害赔偿金巨

大袁加之污染方赔偿能力有限和责任限制袁受害人

常常无法得到全额赔偿遥 如果受害人的权益长期

无法得到保护袁将意味着侵权法中规定无过错原

则和全部赔偿原则的规定形同虚设尧社会利益失

衡尧公平价值丧失遥 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提高了对

受害人救济的可能和获赔的效率袁 大限度地保

护了受害人的利益袁符合罗尔斯正义论的野差别

原则冶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遥
源摇 总摇 结

笔者认为袁对某一法律问题的透彻说明袁不能

简单粗暴地以野法律如此规定冶为理由袁而需要对

法律规定背后的野理性冶进行分析说明遥 油污基

金法律制度在叶员怨苑员 年基金公约曳中的首次出现

是基于社会需要而创立的一种实用性制度袁并没

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的支撑遥 经历四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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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各国的发展袁该项制度逐渐丰富尧完善遥 庇古

的外部不经济性理论尧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尧罗尔

斯的分配正义论不仅解释了油污基金制度存在的

合理性和重要意义袁还为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

基金未来的发展完善指明了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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