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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中直接损失的识别

及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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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中直接损失的定量评估,已成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及行政处罚的重要依据。 针

对目前中国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工作中因环保职责分散和视角差异而存在的评估内容不衔接、量化方

法不一致的问题,以人类与海洋生态系统组成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进行了剖析和梳

理,明确了损害的分类与范畴,特别是海洋生态系统损害与人类活动损害之间的衔接与界限;并依据法学

理论和法律文件,识别出各类损害中的直接损失;进而遵循科学性和可量化性等原则,建立了直接损失的

评估指标体系。 此指标体系涵盖了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海洋生态损害和事务性支出

四类损失,具体包括身体损害、精神损害、水产品损失、固定资产损失、流动资产损失、保护财产的额外支

出、恢复期间利润损失、海洋生态恢复费用、恢复期间生态损失、应急处置费、调查评估费共 11 项指标。 研

究成果可为中国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定量评估提供有力支撑,促进损害赔偿和行政处罚工作的定量化和

科学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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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important to assess quantitatively the direct losses caused by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or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penalty. But due to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perspectives,there is still no consist鄄
ent assessment contents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on direct losses in China. Considering both human and marine eco鄄
system,the pollution damages are analyzed and categorized comprehensively. It reveals clearly the category and scope
of pollution damages,especially the connection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damage and marine ecosystem
damage caused by pollution. Furthermore,according to the popular theory and laws,the direct losses of all kinds of
damages are identified. And then,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cience and quantization,the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is
proposed,including the four losses of personal injury,property damage,marine ecological damage and administrative
affairs expenditure,which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11 indexes of physical injury,mental injury,loss of aquatic prod鄄
ucts,loss of fixed assets,loss of current assets,additional cost for protecting assets,loss of profit during recovery,cost
of mar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loss of ecosystem services during recovery,cost of emergency disposal,cost of investi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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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ion and evalu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give support to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amage,and make damage claim an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more quantitative and scientific in china.
Key words:marine environment;pollution damage;direct losses;assessment index

摇 摇 当前中国部分海域环境污染事故频发,严重

损害了海洋生态,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
海洋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

高度重视,“严格环境损害赔偿冶被列入“十三五冶
期间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新修订的《海洋

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按照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

直接损失进行处罚。 目前,国内外关于环境污染

损害评估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1鄄9],美国等发达国

家已相继发布了相关的技术规范[10鄄12];但是,涉
及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研究,因聚焦于以溢

油[13鄄16] 为典型代表的污染事故对自然资源和海

洋生态的损害[17鄄19],而忽视了人类与海洋生态系

统之间的耦合关系,难免存在人类与海洋生态系

统遭受的损失相互重叠、不相衔接的问题。 同时,
由于中国海洋环境损害评估的权责原散落在环

保、海洋、渔业、海事等不同部门,各部门制定的技

术规范仅针对其职责范围内的损害[20鄄24],未能充

分考虑海洋环境的整体性和特殊性,在一定程度

上仍然存在评估内容不衔接、量化方法不一致的

问题。 由此导致中国司法部门在海洋环境污染损

害案件的处理中依然面临审理难的窘境,海洋环

境违法行为难以得到应有的惩处。 随着中国国家

机构改革的进行,原分散的海洋环境保护职责逐

步整合到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门,制定统一的海

洋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已势在必行。 因此,本
文拟以人类与海洋生态系统组成的整体作为研究

对象,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进行深入剖析和系统

梳理;并依据法学理论和法律文件,对污染损害中

的直接损失进行识别;进而遵循科学性和可量化

性等原则,构建直接损失的评估指标体系。 这对

于进一步提升中国海洋环境污染的损害评估技

术、促进损害索赔和行政处罚工作的定量化和科

学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摇 概念与内涵

1. 1摇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涵义

海洋环境污染通常是指人类改变了海洋原来

的状态,使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由于海洋与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洋环

境污染将难以避免地扰乱人类的正常生产和生

活。 因此从广义的角度看,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

对象应为人类与海洋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复杂整

体。 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

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

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

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 海洋环境污染的损害

对象涵盖了人类自身、人类活动和海洋生态系统,
并在法律层面得以明确。

(1)人类自身损害: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后,人类因在受污染的海洋环境中作业、游泳或食

用了受污染的海产品,可导致人的健康遭受侵害,
造成人体疾病、伤残、死亡或精神状态的不利

改变[16]。
(2)人类活动损害: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可造

成人类涉海活动的财产损失、停产或减产。 基于

中国的海洋产业分类[25],并参考国内外海洋环境

污染事故典型案例[26鄄29],可能遭受海洋环境污染

损害的人类活动主要为渔业生产、工业生产、基因

产业、海洋旅游、文艺创作、科学研究、涉海服务、
交通运输等。

(3)海洋生态系统损害:污染事故对海洋生

态系统的损害是源于对系统中的海洋生物、非生

物环境等各组分的损害,进而导致各组分进行的

生态过程受阻或功能减弱,最终导致海洋生态系

统无法或不能全部实现其原有的服务价值[30]。
该服务价值是指一定时间内海洋生态系统通过一

定的生态过程向人类提供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

品和服务[31鄄32],可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

服务和支持服务共四类 14 项[33鄄34]。
1. 2摇 直接损失的内涵

(1)法学理论通说

直接损失是与间接损失相互对立而存在的概

念。 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分类虽已成为法学界

的习惯用法,但对于两者的界定尚没有定论。 法

学理论通说认为,直接损失是指因遭受不法侵害

而使现有财产必然减少或消灭,是既得利益的丧

失或现有财产的减少;间接损失则是可得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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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或未来财产的减损,是相对人未实际取得的

期待利益,不能排除因意外情况的发生而导致无

法实际取得的风险[35鄄36]。 简言之,直接损失是

“在手而逸去冶,间接损失是“该得而未得冶 [37]。
从语义上解释,直接是指不经过中间媒介的,

而间接则需借助中间媒介方能与既定对象发生关

联。 可见,直接并不与现有、既得等词语有任何语

义上的关联,间接也并无未来、不确定等含义。 因

而,此理论通说的论断并没有严格语义学上的出

处,仅是一种习惯性的分类。 事实上,损失归属于

直接或间接,更多的与因果关系相连[38]。
(2)法律文件规定

中国法律体系中,“直接损失冶的用语,在《海
洋环境保护法》新修订之前,仅《国家赔偿法》一

部法律采用,但并未明确其定义,更无其他立法参

考予以明确其内涵外延,以致学界和司法实践莫

衷一是[39]。 因而,在中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中,
何谓侵权责任造成的直接损失,尚未形成一个明

确的且具有法律效力或权威性的具体含义。 基于

国家的经济和财力负担状况,《国家赔偿法》在赔

偿标准方面采取了抚慰性原则,即以赔偿直接损

失为主。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直接损失

进行重新解释并适当扩大其涵涉范围的呼声日益

强烈。 司法实践中一般是由办案法官运用各种裁

判解释方法结合案情进行具体判断,尽可能地将

应当赔偿的损失纳入直接损失的范畴[39]。
《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同样采用了直接损失

的概念,也并未明确直接损失的含义,应该是考量

到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复杂性,较多的间接损失

难于预见和确定,为裁判解释留有空间。 依据

《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因污染环境造成他

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依据

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来判断。 因

此,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作为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应
采用全面赔偿原则,赔偿范围不应局限于理论通

说中的直接损失,还应参照民事侵权的相关法律

将存在因果关系的间接损失纳入。
1. 3摇 评估指标选择的原则与方法

评估指标体系是指由表征评估对象各方面特

性及其相互联系的多个指标所构成的具有内在结

构的有机整体[40]。 为保证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
评估指标的选择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评估指标的选择要以科学

理论为基础,每个指标应含义明确,能客观真实地

反映评估对象的本质内涵。
(2)系统性原则:评估指标之间要有一定的

逻辑关系,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一

个有机统一体。
(3)典型性原则:评估指标应具有一定的典

型代表性,既不能过多过细,使指标过于繁琐,又
不能过少过简,出现信息遗漏。

(4)可操作、可量化性原则:评估指标要有统

一的计算量度和方法,计算量度的一致可确保评

估结果的可比性,计算方法应简明易懂且数据易

获,便于定量处理。
依据上述指标选择原则,在识别出海洋环境

污染损害中直接损失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

对直接损失的评估指标进行筛选。

2摇 结果与分析

2. 1摇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剖析与梳理

2. 1. 1摇 人类活动的受损范畴

人类自身的受损范畴较为清晰,与人类活动

和海洋生态系统不存在重叠。 人类活动与海洋生

态系统之间因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耦合关

系,故两者的受损范畴缺乏明显的界限,对其剖析

和梳理如下。
(1)渔业生产:海洋环境污染导致人工养殖

或捕捞的水产品数量减少或质量下降。
(2)工业生产:污染导致利用海水、海洋生物

等作为原料进行生产的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
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等企业产品损失、停产或

减产。
(3)基因产业:污染导致某种海洋野生物种

基因发生变异或该物种灭绝,从而影响人类利用

海洋野生物种所携带的基因信息对人工养殖品种

进行改良[41]。
(4)海洋旅游:海水或岸滩污染导致滨海景

区、游乐场所等封闭或游客减少。
(5)文艺创作:海洋环境污染导致影视剧拍

摄延期、文艺活动取消而造成经济损失。
(6)科学研究:污染事故因对海洋科研设备

造成损坏或影响科研进程而造成损失;如对某一

特殊生境造成毁灭性破坏,其海洋科研价值损失

甚至无法衡量。
(7)涉海服务:因海水污染、水产品资源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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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游客减少而导致该区的餐饮、住宿、渔具店等滨

海服务企业营业利润减少。
(8)交通运输:因污染事故发生于港口航道

等交通要道,事故应急处置造成港区船舶通航短

期中断而造成经济损失。
2. 1. 2摇 海洋生态系统的受损范畴

海洋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受损范畴的对比如

表 1 所示。
(1)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污染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向人类提

供的各种鱼、虾、贝、藻等海产品资源数量减少或

质量降低,受损的食物资源既包括人工养殖的海

产品,也包括天然的渔业资源。
原料生产:污染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向人类提

供的海水、海洋生物等各种工业原料数量减少或

使用素质降低。
基因资源供给:污染导致海洋中某种野生物

种基因发生变异或该物种灭绝,海洋生物基因资

源遭受破坏。
食物生产、原料生产、基因资源供给 3 项供给

服务价值的实现依附于人类生产活动,其遭受污

染损害的主体为从事相关产业的个人或企事业单

位,与人类活动的渔业生产、工业生产、基因产业

相同。
(2)调节服务

气体调节和气候调节: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浮

游植物、海藻床、红树林及滨海湿地等不断地通过

光合作用、生物泵等生态过程向大气中释放氧气

和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即“海洋碳汇冶。 污染

对海洋植物的损害,导致海洋生态系统维持空气

质量和稳定大气组分能力的减弱[42]。
废物处理:海洋生态系统因具有环境自净能

力而能够容纳一定负荷的污染物,但这种自净能

力是有限度的,当大量污染物进入海洋环境会导

致海洋生态系统降解处理污染物的能力减弱甚至

丧失。
生物控制:海洋生态系统因对一些有害生物

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可减少赤潮等灾害的发生

概率[41],当海洋环境污染从多方面改变海洋生态

系统的正常结构,会影响其生物控制功能,增大相

关灾害发生概率。
干扰调节:海洋生态系统中的红树林、珊瑚礁

等生境对风暴潮、台风等自然灾害具有衰减及缓

冲作用[41],海洋环境污染对这些生境的损害会削

弱海洋生态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废物处理、生物控制、干

扰调节 5 项调节服务价值的实现无需人类活动的

参与,其遭受的损害属于人类公共利益损害。
(3)文化服务

休闲娱乐:海洋环境污染可损害海水水质,破
坏自然风光,令游客望而却步,导致海域的旅游资

源价值下降。
文化用途:美丽的海洋环境可以激发人类创

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而海洋环境污染却会破坏

人类进行文艺创作的灵感和场所。
知识扩展:海洋生态系统因其复杂多样的性

质,吸引着人类不断地对其探索和研究,人类的知

识体系也因此而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完善。 污染对

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会阻碍人类对海洋的探索

和知识扩展。
休闲娱乐、文化用途、知识扩展 3 项文化服务

价值的实现同样依附于人类活动,受害主体为从

事相关行业的个人或企事业单位,与人类活动的

海洋旅游、文化创作、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相

同的。
(4)支持服务

初级生产、营养物质循环、生物多样性维持 3
项支持服务,是海洋生态系统保证供给服务、调节

服务和文化服务的提供所必需的基础服务,其价

值已通过其他服务所体现[41],因而为避免重复计

算,污染对其造成的损失不应再予以考虑。
综上,海洋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受损范畴

存在着交叉重叠,重叠部分为海洋生态系统的供

给服务和文化服务损害,重叠原因在于此两类服

务价值的实现依附于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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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海洋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受损范畴的对比一览

Tab. 1 Comparison of marine ecosystem and human activities damaged by pollution

序号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实现是否依附于人类活动 受害主体 对应人类活动

1

2

3

供给

服务

食物生产 是 水产养殖户和渔民 渔业生产

原料生产 是 企事业单位 工业生产

基因资源供给 是 企事业单位 基因产业

4

5

6

7

8

调节

服务

气体调节 否 公众 /

气候调节 否 公众 /

废物处理 否 公众 /

生物控制 否 公众 /

干扰调节 否 公众 /

9

10

11

文化

服务

休闲娱乐 是 个人或企事业单位 海洋旅游

文化用途 是 个人或企事业单位 文艺创作

知识扩展 是 企事业单位 科学研究

12

13

14

支持

服务

初级生产 否 / /

营养物质循环 否 / /

生物多样性维持 否 / /

2. 1. 3摇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分类与范畴

根据受害主体类型的不同,通过剔除重复内

容和明确彼此界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分类与

范畴如图 1 所示。
(1)人类自身损害:包括人体疾病、伤残、死

亡或精神状态的不利改变,由受害人直接索赔。
(2)人类活动损害:涵盖渔业生产、工业生

产、基因产业、海洋旅游、文艺创作、科学研究、涉
海服务、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经济损失,由受害的个

人或企事业单位直接索赔。 由于天然渔业资源具

有公益属性,渔业生产中受损的渔民并不具体或

难以准确界定,在中国司法实践中一般由代表公

共利益的政府组织代为索赔,因此渔业生产损失

应仅包括人工养殖损失。
(3)海洋生态系统损害:仅包括对天然渔业

资源供给、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废物处理、生物控

制、干扰调节等公益性服务的损害,由政府组织代

为索赔。
(4)其他损害:主要为国家各级政府与相关

单位为保护公众健康、公私财产和海洋生态环境

而开展应急处置、调查评估等相关工作所支出的

费用,由政府组织与相关单位直接索赔。
四类损害之间界限明确又相互衔接,为保证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供了

前提。

图 1摇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分类与范畴

Fig. 1 Category of losses caused by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 2摇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中直接损失的识别

2. 2. 1摇 人类自身的直接损失

人类自身损害的受害主体为个人,根据法学

界关于直接损失的理论通说,海洋环境污染致使

人体疾病、伤残、死亡或精神状态的不利改变后,
受害人为恢复健康而就医治疗的各项支出、丧葬

费等为直接损失;而在健康恢复期间因误工或丧

失劳动能力而减少的收入(例如误工费、残疾赔

偿金、死亡赔偿金等)则属于间接损失。
但是,根据《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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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2003]20 号[43]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1]7 号[44],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

偿金、精神抚慰费等几个特殊的费用是可以索赔

的可得利益损失,因此必须纳入直接损失的赔偿

范围。
2. 2. 2摇 人类活动的直接损失

人类活动的受害主体为个人或企事业单位,
根据法学理论通说,因海洋环境污染导致的现有

产品损失、设施损失、其他资产损失、以及为继续

生产而额外支出的清污费用均属于直接损失。 而

在环境恢复期间,因受害主体停产或减产而造成

的利润损失,以及其他应得而未得的利益损失,均
属于间接损失。

但是,根据《侵权责任法》,如果能够判定人

类活动因停产或减产而造成的利润损失及其他应

得而未得的利益损失与污染损害行为存在因果关

系,那么此类间接损失的赔偿可以得到法院支持,
因此应当将其纳入赔偿范围。

2. 2. 3摇 海洋生态系统的直接损失

海洋生态系统损害的索赔主体为政府组织,
根据法学理论通说,海洋环境污染发生后,为恢复

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而采取的修复措施的费

用属于直接损失;而在海洋生态系统恢复期间的

服务价值损失则属于间接损失。
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

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法释[2017]23 号[45],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

环境损失赔偿范围包括恢复期间损失,即受损害

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部分或者完全恢复前的

海洋生态损失是应当赔偿的。 海洋生态系统向人

类提供的服务是可预见的,其服务功能的丧失或

减弱与环境污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将其纳

入直接损失的赔偿范围是合理的。
2. 2. 4摇 其他直接损失

政府与相关单位在开展应急处置、调查评估

等过程中的实际支出与污染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

系,应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中直接损失的范畴详见表2。

表 2摇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中直接损失一览表

Tab. 2 Direct losses caused by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损害分类 法学理论通说 法律文件规定

人类

自身
人身健康 医疗费、丧葬费

误工费 / 残疾 / 死亡赔偿金

及精神抚慰费等

人类

活动

渔业生产 养殖产品及设施损失 环境恢复期间养殖生产损失

工业生产 工业产品及设施损失 环境恢复期间工业生产损失

基因产业 ——— 因基因资源丧失而损失的未来可得利益

海洋旅游 旅游设施及用于观赏的海洋生物损失 环境恢复期间旅游营业收入损失

文艺创作 ——— 环境恢复期间文艺创作损失

科学研究 实验设备及科研设施损失 因影响科研进程而造成的损失

滨海服务 ——— 环境恢复期间企业营业收入损失

交通运输 ——— 交通恢复期间企业营业收入损失

海洋

生态

系统

天然渔业资源供给 恢复费用 恢复期间渔业资源损失

气体调节和气候调节 恢复费用 恢复期间服务价值损失

废物处理 恢复费用 恢复期间环境容量损失

生物控制 恢复费用 恢复期间服务价值损失

干扰调节 恢复费用 恢复期间服务价值损失

其他
政府与

相关单位

应急处置及

调查评估等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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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摇 直接损失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2. 3. 1摇 人身损害

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典型性的原则,人类自

身的直接损失(即人身损害)的评估指标可确定

为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 此两项指标能够代表人

类自身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其赔偿数额可分别

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43]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

释》 [44]计算,符合可操作及可量化性的指标筛选

原则。
2. 3. 2摇 财产损害

人类活动的直接损失主要为财产性损失(即
财产损害),其评估指标按财产类型可确定为水

产品损失、固定资产损失、流动资产损失、保护财

产的额外支出、恢复期间利润损失。 这 5 项指标

能够系统、全面地反映各种人类活动的直接损失。
其中,恢复期间利润损失应是与环境污染行为存

在因果关系且可预见的,因基因资源丧失而损失

的未来可得利益、因影响科研进程而造成的损失、
环境恢复期间文艺创作损失等,虽然与环境污染

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但由于难以预见和估量,因此

暂不纳入评估指标体系。 恢复期间利润损失可采

用收益现值法评估,即基于年均利润收入减少额

与污染影响时间估算[46];水产品损失可依据《渔
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24] 计算;固定资

产损失一般可采用修复费用法或重置成本法[20]

评估;流动资产损失可通过评估资产的残存价值

与原有价值的差值来确定[20];保护财产的额外支

出按实际支出统计[20] 即可;5 项指标均具有较好

的可操作及可量化性。
2. 3. 3摇 海洋生态损害

海洋生态系统的直接损失(即海洋生态损

害)的评估内容包括海洋生态恢复费用和恢复期

间生态损失。 海洋生态恢复费用的计算可依据

《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 [22鄄23]。 恢复期间

生态损失,包括天然渔业资源供给、气体调节、气
候调节、废物处理、生物控制、干扰调节等海洋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 其中,天然渔业资源损失

计算可依据 《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

法》 [24],废物处理服务价值损失评估可依据《海洋

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 第 1 部分:总则》 [22] 中的

环境容量损失评估方法,这两项损失具有较好的

可操作及可量化性,可筛选为评估指标。 对于气

体调节、气候调节、生物控制、干扰调节这 4 项服

务价值的损失,因目前还缺少能被广泛认可的数

额量化方法,其赔偿难以得到法院支持,故暂时不

宜纳入评估指标体系;随着支付意愿法[1] 等量化

方法的成熟,这 4 项服务价值可列为评估指标。
2. 3. 4摇 事务性支出

其他直接损失主要为政府组织与相关单位的

事务性支出,包括应急处置费和调查评估费。 应

急处置费为减轻或者防止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所采

取的合理应急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不包括已

计入保护财产的额外支出、海洋生态恢复费用的

部分。 调查评估费为调查、勘查、监测污染区域和

评估污染损害风险与实际损害所发生的费用。 这

两项费用按实际支出汇总统计即可,应作为评估

指标。
综上,直接损失评估指标体系如表 3 所示,涵

盖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海洋

生态损害和事务性支出四类损失,包括身体损害、
水产品损失、海洋生态恢复费用、应急处置费等

11 项评估指标。

3摇 结论与展望

(1)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可分为人类自身损

害、人类活动损害、海洋生态系统损害和其他损

害;因海洋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价值

的实现依附于人类活动,故此两类生态服务损害

与人类活动损害重叠,海洋生态系统损害应仅包

括天然渔业资源供给、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废物

处理、生物控制、干扰调节等公益性生态服务价值

的损失。
(2)人类自身损害中的医疗费、误工费及精

神抚慰费等均属于直接损失范畴;人类活动损害

中的直接损失包括现有财产损失,以及与环境污

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环境恢复期间因停产或减

产而造成的利润损失及其他应得而未得的利益损

失;海洋生态系统的恢复费用、恢复期间的公益性

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均属于直接损失范畴;政府与

相关单位在开展应急处置、调查评估等过程中的

实际支出亦属于直接损失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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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中直接损失的评估指标体系

Tab. 3 Assessment indexes of direct losses caused by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损害类别 评估指标 量化方法

人身损害
身体损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43]

精神损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44]

财产损害

水产品损失 《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GB / T 21678鄄2008[24]

固定资产损失 修复费用法或重置成本法[20]

流动资产损失 残存价值评估法[20]

保护财产的额外支出 按实际支出统计[20]

恢复期间利润损失 收益现值法[46]

海洋生态

损害

海洋生态恢复费用
《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 第 1 部分:总则》GB / T 34546. 1鄄2017[22]

《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 第 2 部分:海洋溢油》GB / T 34546. 2鄄2017[23]

恢复期间生态损失

《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GB / T 21678鄄2008[24]

《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 第 1 部分:总则》GB / T 34546. 1鄄2017[22]

《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 第 2 部分:海洋溢油》GB / T 34546. 2鄄2017[23]

事务性

支出

应急处置费 按实际支出统计[20]

调查评估费 按实际支出统计[20]

摇 摇 (3)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中直接损失的评估指

标体系由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海洋生态损害和事

务性支出四类指标构成,共包括身体损害、精神损

害、水产品损失、固定资产损失、流动资产损失、保
护财产的额外支出、恢复期间利润损失、生态恢复

费用、恢复期间生态损失、应急处置费和调查评估

费共 11 项评估指标。
(4)海洋生态系统恢复期间的气体调节、气

候调节、生物控制、干扰调节这 4 项生态服务价值

的损失,因目前还缺少有效的量化方法而暂未列

为直接损失评估指标,随着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的

发展,应逐步纳入评估指标体系。
(5)随着法学界对“直接损失冶重新解释的不

断深入和鉴定评估技术的进步,因基因资源丧失

而损失的未来可得利益等难以预见和估量的间接

损失,将会逐步纳入赔偿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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