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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德国的环境责任立法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国际上走在前列。德国经过较长的
历史发展阶段和不断的制度创新，目前已构建了《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
《环境责任基
础保险一般条款》、
《环境损害保险一般条款》等标准保险合同。这些合同中对保险标的、被
保险的风险、保险事故、合同后责任、系列损害等作了合理的规定，科学地面对和解决了环
境责任的可保性问题。2007 年德国对《保险合同法》进行了重大修改，诸多新制度又为环境
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了新支撑。我国正在发展环境责任保险，而德国的许多经验值得我国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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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我国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首次明确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并规定环境保护
坚持保护优先、
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
公众参与、
污染者担责的原则。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一基本国策和
这些基本保护原则，
发展环境责任保险则显得至关重要。该法第５２条也首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投保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早在２００８年环保总局和保监会已联合发布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
见》，２０１３年又共同制订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不过，如何具体
构建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则是国内外实务界和理论界始终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主要原因是环
境侵权责任的复杂性、严重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可保性问题。〔１〕这在重金属环境污染中表
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这种污染常常导致一种长期潜伏性的慢性损害，且常常涉及土壤、河流或地下水
的清理问题，费用高昂。〔２〕德国作为传统经典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之一，在法律制度上既注意保持自
己传统中的精华，又不拘泥于过去，而是始终积极面对现实的快速发展，不断进行着制度的创新和发
展。这在其环境责任立法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上便是如此。笔者将深入研究德国如何面对环
境责任保险发展中出现的难题和如何具体构建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并探讨其经验和方法对我国
的实际可借鉴之处。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
１２＆ＺＤ２３６）”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１〕Ｋｅｎｎｅｔｈ Ｓ．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８， Ｎｏ． ５ （Ｊｕｎ．， １９８８）， ｐｐ．
９４２—９８８．
〔２〕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能被保险。参见Ｊａｍｅｓ Ｌ． Ａｔｈｅａｒｎ，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６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７７， ｐｐ．３２—３６。

·131·

2015 年第 2 期

东方法学

一、
德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简史
责任保险最初产生于事故责任保险，
它是现代工
环境责任保险属于一种特殊的责任保险。在德国，
业技术发展的产物。而它的最初诞生要归功于１８７１年的《帝国责任法》。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
责任保险
〔３〕
合同是以《责任保险一般条款（ＡＨＢ）》
故环境损害属
为基础而被签订的。因没有特别条款进行排除，
于其中被保险的范围。不过，
在责任保险一般条款的第４条中
“慢性发展的损害”
被予以了排除。由于保
险公司认为放射性风险难以计量，
１９５５年经德国保监会的同意，占有或使用放射性物质被排除适用一
般责任保险合同。１９５７年，
德国颁布了《 水资源法》，
其第２２条规定了危险责任。为此，
德国的保险公司、
投保企业和保监会之间进行了漫长和艰难的谈判，
最终在１９６４年确立了针对水污染损害的保险模式。
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德国的保险公司、投保企业、政府和科学界突然意识到，许多工商业企业
通过长期的作业（特别是通过滴漏对水有危险的物质）已污染了它们自己的土地，这样使许多责任保
险合同难以承受这些损害赔偿。１９８７年联邦德国政府宣布将制定《环境责任法》。１９８８年年初，伴随着
该法律的起草，在德国司法部的要求下，德国的责任保险公司界提出了一份“关于环境风险可保性的
意见书”
。该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于通过水、土地或空气的污染所产生的损害确立统一承保的概
念；将保险承保的范围限制于民法上的损害；将保险承保的范围限于被说明了的设备和行为；重新表
述保险事故和赔偿救助成本的概念；在一定条件下对于缓慢滴漏和正常运营中的损害予以排除承保
〔４〕
这些基本内容后来被吸纳入了新的《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ＵｍｗＨＢ）》〔５〕中。今天此
的构成要件。
一般条款已被市场各方所普遍接受。
１９９０年，
德国颁布了《环境责任法》。１９９１年，德国的责任保险公司协会（ＨＵＫ－Ｖｅｒｂａｎｄ，代表德国
的保险公司界）〔６〕和德国联邦工业协会与德国保险保护协会（ＢＤＩ与ＤＶＳ，代表投保人）〔７〕之间针对环
—
“基本点”
境责任保险合同的建立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份协议——
： 对于水、
土地和
空气的污染损害进行统一的、而不是分开的保险；对于要投保的机器设备进行逐一说明；对在保险事
故发生前投保人为防止事故发生所花费的费用的返还进行调整；对于正常运营中的损害进行有限制
的承保；
对于合同前责任和合同后责任进行规范；确立系列损害条款。〔８〕这些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基
本点一直保持至今，
没有变化。
２００４年，
在德国等国家的推动下，
欧盟制定了《欧盟环境责任指令》。该指令突破了欧盟许多国家
按传统的民法和环境法一般只对由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个体权益损害（包括对个体的物、人身或一
定财产权利的损害，也即对私法上私主体的私权益的侵害）进行侵权损害赔偿的制度局限性，明确规
定了当环境污染将要或者已经造成严重的环境损害（包括对土地的污染、对水的污染或对生态多样
〔９〕
而非个人的权
性的损害），从而侵害了整体的生态环境或生命共同体，也即侵害了整个社会的权益，
益时，环境责任者针对政府环境管理部门须负担避免将要发生或清理已经发生的严重环境损害的义
〔３〕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 ｆｕｅｒ ｄｉｅ 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它 是 由 德 国 的 保 险 经 济 总 协 会 （Ｇｅｓａｍｔｖｅｒｂａｎｄ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ｅ． Ｖ．， 简写为ＧＤＶ）公布的，
没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力，
供选择使用，
当事人可以作不同的约定。这
种《责任保险一般条款》类似于国际上的
“公众责任保险条款”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也称为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４〕Ｖｏｇｅｌ／Ｓｔｏｃｋｍｅｉｅｒ，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ｚｕｒ Ｕｍｗｅｌｔ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Ｕｍｗｅｌｔ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２．Ａｕｆｌ．， Ｃ．Ｈ． Ｂｅｃｋ， ２００９， Ｓ．５９．
〔５〕Ｕｍｗｅｌｔ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 （＝ 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 ｕｎｄ Ｒｉｓｉｋｏ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ｅｎ ｆｕｅｒ ｄｉｅ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 ｗｅｇｅｎ
Ｓｃｈａｅｄｅｎ ｄｕｒｃｈ ｄｉｅ Ｕｍｗｅｌｔｅｉｎｗｉｒｋｕｎｇ－Ｕｍｗｅｌｔ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Ｍｏｄｅｌｌ）．
〔６〕Ｖｅｒｂａｎｄ ｄｅｒ 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ｅｒ， Ｕｎｆａｌｌ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ｅｒ ｕｎｄ Ｒｅｃｈｔｓｓｃｈｕｔｚ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ｅｒ ｅ． Ｖ．．
〔７〕ＢＤＩ：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ｂａｎｄ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ＤＶ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Ｓｃｈｕｔｚｖｅｒｂａｎｄ．
〔８〕Ｗａｌｔｅｒ Ｂｒｅｉｎｉｎｇ， Ｄｉｅ 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ｂｒａｎｃｈｅ ｂｌｅｉｂ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ａｎｔ，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１９９１， １３２７．
〔９〕在欧洲，这种生态环境损害的典型例子如：１９７６年，意大利北部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释放出大量二恶英，严重污染了塞韦索
镇（Ｓｅｖｅｓｏ）和米兰北部；１９８６年，
瑞士巴塞尔地区的散道兹（Ｓａｎｄｏｚ）化工厂发生大火，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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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发展
论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传统、
务或返还政府部门采取避免或清理措施后所发生费用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一种公法性质的责任。尽
〔１０〕
但２００７年德国为了执行该指令，没有选
管该指令的主要内容在德国已有的环境法律中已经存在，
择通过修改《联邦自然保护法》、
《水资源法》和《联邦土地保护法》的方式，而是主要基于实用和促进
—《避免和修复环境损害法》
欧盟统一立法的要求而直接制定了一部单独的法律——
（简称 《环境损害

法》
）。〔１１〕该法在性质上属于一般法，对上述的几部作为特别法的专门环境法律发挥补充和填补漏洞
的作用。〔１２〕而针对该法中责任人对政府所负担的进行防止或修复的公法上的责任，德国又进而发展
〔１３〕
为主的环境损害保险。
出了以《环境损害保险一般条款（ＵＳＶ）》
从总体来看，德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是与普通法系的美国和英国相似的。最初环境责任保险
都被包含在一般责任保险中，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于保险公司突然面对大量的慢性、长期潜伏性的
环境污染损害的保险赔偿，所以不得不最终将环境责任从传统的一般责任保险中予以排除，而另外
独立发展环境责任保险，以专门应对环境污染责任的可保性问题。〔１４〕不过在单独发展环境责任保险
的过程中，德国的保险业协会和工业协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体现了德国社会中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
而在美国，则更多地体现出自由市场经济的色彩，对于可保性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单个的、尤其是一
些大的保险公司，
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自发解决。

二、
德国环境责任保险的模式
按照国内学者的一般观点，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
的模式。因为德国《环境责任法》第１９ 条规定，
特定设施的所有人必须通过提供责任保险、
联邦或州政
府的免除或保证或者金融机构的免除或保证来预先保障其赔偿义务的履行。若未履行这种义务，
主管
机关可按照第１９ 条第４ 款禁止该设施的运行，
且按照第２１ 条该所有人还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１５〕
的确，
德国的《环境责任法》第１９条和第２１条有上述的这种规定。第１９ 条特别规定的特定设施是
指该法附录２中的设备，具体包括：按照德国《事故条例》第１条和第７条必须设立安全分析系统的设
备；
通过燃烧从固体物质中获得个别成分的设备；用来制造油漆或打印油墨的配料的设备。这些设备
对环境具有特别高的危险性。但是，
按照该法第２０条，这些强制的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担保方式的细
节须通过联邦政府的行政法规被予以规定。〔１６〕由于德国联邦政府至今仍然没有颁布这一行政法规，
所以该法第１９条的直接适用便由于这一不确定性而无法再进行了，也即该法第１９条中所规定的强制
〔１７〕
德国联邦政府之所以没有颁布这一行政
的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担保在德国仍然没有被实际实施。
法规的原因有：强制的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担保方式会加重相关企业的负担，影响这些企业的经营；
影响可能的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环境责任保险市场尚不够发达，保险市场上没有足够的资金能
〔１０〕Ｒａｌｆ Ｂｒｉｎｋｔｒｉｎｅ， Ｄｅｒ Ｂｏｄｅｎｓｃｈｕｔｚ ｉｍ Ｕｍｗｅｌｔ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ｇｅｓｅｔｚ，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ｕｅｒ Ｕｍｗｅｌｔｒｅｃｈｔ， ７－８／２００７， Ｓ． ３３８．
〔１１〕Ｇｅｓetz übeｒ ｄｉｅ Ｖｅｒｍｅｉｄｕｎｇ ｕｎｄ Ｓａｎｉｅｒｕｎｇ ｖｏｎ Ｕｍｗｅｌｔｓｃｈ覿ｄｅｎ（Ｕｍｗｅｌｔ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ｇｅｓｅｔｚ）．
〔１２〕Ｄｉｅ Ｂｅｇｒｕｅｎｄｕｎｇ ｄｅｓ 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ｅｎｔｗｕｒｆｓ， ＢＴ－Ｄｒｓ． １６／３８０６， Ｓ．１４．
〔１３〕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 ｆｕｅｒ ｄｉｅ Ｕｍｗｅｌｔ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ＵＳＶ）．
〔１４〕 对于美国和英国的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史可参见：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Ｊ．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Ｍａｎｄａ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ｕｋ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ｕｍ， Ｖｏｌ． １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ｐｐ．２９７—３００．
〔１５〕张梓太、张乾红：
《我国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之构建》，
《法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１６〕德国《环境责任法》第２０条第１款规定：联邦政府将通过行政法规、并在获得联邦参议院同意的情况下对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１．依据第１９条设备的持有人必须获取财务担保的时间；２．财务担保的范围和大小；３．信贷机构进行支付的请求权；
４．负责监
督财务担保的机构的程序和职责；
５．根据《保险合同法》第１１７条第２款以及按照《保险合同法》第１１７条第２款返还相关文件的
负责机构；
６．设备的持有人、
保险公司和提供支付义务的机构针对负责监督财务担保的机构所应负担的义务。
〔１７〕Ｊ觟ｒｇ Ｐｅｔｅｒ， Ｄｅｃｋｕｎｇｓｖｏｒｓｏｒｇｅｒｅｇｅｌｕｎｇｅｎ ｎａｃｈ Ｕｍｗｅｌｔｈａｆｔ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ｉｎ 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ｅｒｉｓｃｈｅｓ ｕｎｄ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ｓ Ｔｒａｕｅｒｓｐｉｅｌ，
Ｌａｎｄｅｓ－ｕｎｄ 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 ２００７， Ｈｅｆｔ １１， Ｓｅｉｔｅ ４８１—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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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吸纳可能发生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等。

再者，欧盟在２００４年制定《欧盟环境责任指令》时，曾在草案中讨论过是否规定强制财务担保（在
保险、金融机构的保证、信用证、信托基金〔１９〕、第三方公司提供的保证、
国际上一般包括保证债券〔１８〕、
公司通过财务测试为自己作保证等）〔２０〕的问题，
不过在最终通过的指令中没有对此作出规定。但是该
指令第１４条要求欧盟成员国要采取措施去鼓励适当的财务担保工具和市场的发展，目的是能够使企
业利用财务担保工具去覆盖它们的责任。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目前国际上环境责任保险市场尚
〔２１〕
德国在２００７年制
不够充分的成熟，保险业对环境责任的反应尚比较慢。所以仍然需要时间去准备。
定《环境损害法》时，草案中第１２条关于授权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的方式去规定强制财务担保
的规定在最终通过的法律中被删除了，所以德国的《环境损害法》也最终没有对强制的责任保险或其
他担保方式作出规定。
但是，
在德国仍然是存在强制环境责任保险的规定的。不过，这些规定存在于德国联邦政府颁布
〔２２〕
〔２３〕
和《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运输许可条例》
）和一些州制订的法
的一些法律（如《垃圾废物处理条例》
〔２４〕
律中。按照德国的《循环经济法》 、德国的《垃圾废物处理条例》第６条规定对于从事垃圾废物的收
集、运输、储存、加工与处置的企业适用强制责任保险，包括环境责任保险、经营责任保险和车辆责任
保险。同样按照德国的《循环经济法》、
德国的《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运输许可条例》第７条第２款第１项规
定，从事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运输的企业在申请经营许可证时必须提供相应的责任保险证明，包括环
境责任保险和车辆责任保险。
可见，德国环境责任保险采取的是以自愿保险为原则、强制保险为例外的模式，国内学者一般对
此有误解。德国的这种立法模式是与西方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模式相同的。例如在美国，法律要求
采煤企业、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以及废物的处理、储存或加工企业必须提供财务担保，以保证这些作业
将能够按照特定的履行标准而进行，
并且能够按照监管标准将被采挖的土地予以环境清理和复垦。〔２５〕
而且重要的是，德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仅将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强制财务担保的方式之一，对
于其他的财务担保方式始终持开放的政策，这便增强了企业选择的余地，同时减轻了对环境责任保
险市场的压力。可以说，德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在环境责任保险上的总体立法模式是符合
目前国际上环境责任保险市场的现实情况的。

三、
德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具体内容
（一）德国传统的环境责任法
在德国传统的环境责任法领域不存在统一的法典，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是通过一些一般法（如
〔１８〕即Ｓｕｒｅｔｙ Ｂｏｎｄｓ，它涉及三方之间的关系。Ｓｅｅ Ｅｄｗａｒｄ Ｇ．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ｕｒｅｔｙｓｈｉｐ， ｃｈ． １（Ｅｄｗａｒｄ Ｇ．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ｅｄ．，
２ｄ ｅｄ． ２０００）。
〔１９〕信托基金在处理环境污染问题上的优点在国际上不断地得到认可。参见５２ Ｐａ． Ｓｔａｔ． Ａｎｎ． § １３９６．４（ｄ．２）（ｅｌｅｃ． ２０１０）； ４３ Ｃ．
Ｆ．Ｒ． § ３８０９．５５２ （ｃ） （ｅｌｅｃ． ２０１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 Ｇｏｒｔｏｎ ＩＩＩ ＆ Ｗ． Ｂｌａｉｎｅ Ｅａｒｌｙ ＩＩ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ｓｕｒ－
ａｎｃｅ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Ｒｏｃｋ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Ｖｏｌ． ５６， ２３—２， ２０１０。
〔２０〕目前在国际上，
这几种财务担保方式中保险被使用的比例尚不高，
主要是因为国际上环境责任保险市场尚不非常发达。Ｓｅｅ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ｆｉｃｅ，“Ｈａｒｄｒｏｃｋ Ｍｉｎｉｎｇ： ＢＬＭ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Ｃｏｖｅｒ－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ＧＡＯ－０５－３７７ Ｊｕｎｅ ２０， ２００５）， ａｔ ２１。
〔２１〕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Ｗａｔｓ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Ｙｅｔ， Ｉｎ－Ｈｏｕ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１４．
〔２２〕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 üｂｅｒ Ｅｎｔｓｏｒｇｕｎｇｓｆａｃｈｂｅｔｒｉｅｂｅ（Ｅｎｔｓｏｒｇｕｎｇｓｆａｃｈｂｅｔｒｉｅｂｅ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ＥｆｂＶ）．
〔２３〕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 ｚｕｒ Ｂｅｆ觟ｒｄｅｒｕｎｇｓｅｒｌａｕｂｎｉｓ（Ｂｅｆ觟ｒｄｅｒｕｎｇｓｅｒｌａｕｂｎｉｓ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ＢｅｆＥｒｌＶ）．
〔２４〕Ｇｅｓｅｔｚ ｚｕｒ Ｆ觟ｒｄ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Ｋｒｅｉｓｌａｕｆ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ｕｍｗｅｌｔｖｅｒｔｒ覿ｇｌｉｃｈｅｎ Ｂｅ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ｇ ｖｏｎ Ａｂｆ覿ｌｌｅｎ （Ｋｒｅｉｓ－
ｌａｕｆ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ｓｅｔｚ－ＫｒＷＧ）．
〔２５〕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 Ｇｏｒｔｏｎ ＩＩＩ ＆ Ｗ． Ｂｌａｉｎｅ Ｅａｒｌｙ ＩＩＩ，“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Ｒｏｃｋｙ 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Ｖｏｌ． ５６， ２３—２，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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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发展
论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传统、
《民法典》
）和特别法被规定的。环境侵权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不仅有许多，且每一个请求权均独立。
按法律生效的时间，德国的环境侵权责任主要有：在过错责任方面，１９００年《民法典》第８２３条以下
的侵权责任；在无过错责任方面，１９００年《民法典》第９０６条相邻关系中的赔偿请求权和第１００４条的
排除妨碍和停止侵害的请求权，１９６０年《水资源法》第２２条中的设备和污染责任，１９７４年《联邦排放
保护法》第１４条的赔偿请求权，１９９１年《环境责任法》第１条、第２条中的环境责任，１９９８年《联邦土地
保护法》第２４条的赔偿请求权。其中对于构建环境责任保险有特别意义的是１９９１年的《环境责任
法》。
（二）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
〔２７〕
第７．１０ｂ条，环境污染损害产
按照德国保险经济总协会（ＧＤＶ）〔２６〕公布的《责任保险一般条款》
生的赔偿责任请求权被排除在一般责任保险的范围之外。而对于环境责任风险则设计了一种自我独
立的、具有独立条件的保险合同，即《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该“一般条款”
是由德国保险经济总协
〔２８〕
会（ＧＤＶ）公布的，供选择使用，当事人可根据需要另行作出不同约定。 如前文“一”所述，它的主要
内容是德国的责任保险公司协会（ＨＵＫ－Ｖｅｒｂａｎｄ，代表德国的保险公司界）和德国联邦工业协会与德
国保险保护协会（ＢＤＩ与ＤＶＳ，代表投保人）之间在德国保监会的引导下经过不断的协商、谈论而最终
形成的。尽管２００８年德国对其于１９０８年制定的《保险合同法》作了重大修改，但《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
款》在主要内容上保持了稳定和不变，既体现了该一般条款在内容上的合理性，又体现了德国对传统
思想和方法的秉承。尽管该一般条款非常复杂，但它可使保险人更好地浏览被承保的风险，且使保险
费的确定和对承保范围的统计变得更加简便。在实践中，它被广泛使用。另外，该一般条款不是正式
的立法，
没强制力。在本质上，
它仅仅是一种软法，它供当事人选择适用，当事人若认为有其他更好或
更适合的方式，可另作约定。这种构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和推进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的模式是值
得称道的。它体现了一定公权力的干预，又给当事人留下了充分的自治空间，也为新型的环境责任保
险条款和保险产品的发展留出了空间。
下面对该
“一般条款”
的主要内容进行简析。〔２９〕
１．保险标的
“一般条款”
第１条对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作出了规定。该规定中的保险保护按照《责任保险
一般条款》和在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中的约定，是以针对环境侵权损害的私法上的法定责任规定为基
础的，
而对于环境媒介自身（水、
土地和空气）的损害和纯粹公法上的请求权不被包含在保险范围。该
条中损害的概念是按德国《环境责任法》第３条第１款的法定定义，即当物质、震动、噪音、挤压、放射、
气体、蒸汽、热流或其他东西被扩散到土地、空气或水中，从而产生环境污染时，损害便发生了。被保
险的标的便是人的损害、物的损害以及被规定和列举的与环境相关的财产损害 （
“一般条款”第１．２
条）。按照该“一般条款”第１．３条，企业代表人和其余的企业从属人员在环境责任保险中被同时保险
了。按照第１．４条到第１．８条，
来自被规定的保险覆盖扩张范围内的环境损害也属于环境责任保险的范
围，例如医生诊所内的环境污染损害、在区分所有权建筑中的环境污染损害或在火车站内的候车厅
的环境污染损害。
〔２６〕德国保险经济总协会（ＧＤＶ）是德国保险企业的行业协会。在法律性质上，它应属于一种作为特定行业的自律监管机构的公
法人组织。在德国，各种行业的行业协会一般都是一种公法法人，
例如德国的律师协会、
医生和售药者协会、
手工业者协会、
工商业协会。参见Ｒｅｕｔｅｒ， ｉｎ Ｍｕｅｎｃｈｅｎｅｒ Ｋｏｍｍｍｅｎｔａｒ ｚｕｍ ＢＧＢ，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 Ｔｅｉｌ， ３．Ａｕｆｌａｇｅ，１９９３， §８９， Ｒｎ ４。
〔２７〕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 ｆｕｅｒ ｄｉｅ 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ｖ．ｄｅ／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４／０１／ＡＶＢ－
ｆｕｅｒ－ｄｉｅ－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ＡＨＢ＿Ｆｅｂ２０１４．ｐｄｆ， 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ｖ．ｄ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ｓｃｈａｄｅｎ－ｕｎｄ－ｕｎｆａｌｌ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ｂｅｄｉｎ ｇｕｎｇｅｎ－ｕｎｄ－ｒｉｓｉｋｏｂｅｓｃｈｒ
ｅｉｂｕｎｇｅｎ－ｆｕｒ－ｄｉｅ－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ｗｅｇｅｎ－ｓｃｈａｄｅｎ－ｄｕｒｃｈ－ｕｍｗｅｌｔｅｉｎｗｉｒｋｕｎｇ－ｕｍｗｅｌｔ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ｍｏｄｅｌｌ／， 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２９〕德国保险经济总协会每隔几年会对该一般条款进行修改。本文中所讨论的是２００７年５月颁布的最新版本。另外该一般条款的
内容是严格受到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７条到３０９条针对一般交易条款（也即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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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条款”
第１．２条中所要保险的人的损害在其第４条中被予以了定义，是指人的死亡、受伤或健
康损害。该定义借鉴了德《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的规定。但两者的保护范围并不完全重合。德国《民
法典》第８２３条款１款保护自由权和人格权。但在《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中，没有身体或心理的损
害，而仅是单纯的自由权被剥夺，则不构成人的损害。如因事故产生有毒的天然气云雾，政府要求居
民在几个小时内不得出门，则此时自由职业者可根据《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因人身活动自由受到限
〔３０〕
但这种赔偿请求权在“一般条款”
制而请求侵权人赔偿由此造成的收入中的利润损失。
中不属于被
保险的范围。对于这种人格权的侵害是否构成此处的人的损害，
《责任保险一般条款》第７．１６条予以了
明确的排除，这同样适用于环境责任保险。不过，在环境责任保险中，因为在事故中目睹了近亲属的
死亡，或通过严重的噪音或事故的本身等产生的惊吓而引起的精神损害则属于侵权法上的侵权损害
赔偿的范围〔３１〕和保险法上保险的范围。〔３２〕
“一般条款”第１．２条中所要保险的物的损害是指有体物的损坏或灭失。“一般条款”第１．２条中所
要保险的被规定和列举的与环境相关的财产损害是指因捕鱼权、捕猎权等自益权、在被设立和运营
的企业上的营业权以及水权中的使用权被侵害时所产生的财产损害。这种财产损害被如同物的损害
一样进行对待。这里的自益权、
营业权和用水权是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３３〕中所要保护的“其他
权利”，
它们属于具有排他性的绝对权。〔３４〕不过对这些权利的侵害并没有造成物的损害，而是形成一
种纯经济损失。这种纯经济损失属于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
单纯从条文的数量看，德国于１８９６年颁布的《民法典》中侵权法条文仅有３１条（从第８２３到第８５３
条），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德国主要通过法解释学的方法不断地发展和扩张其侵权法，尤其是扩张解
释第８２３条第１款、第２款和第８２６条这三个侵权法一般条款。当然有必要时也会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
进行，
如１９８９年制定了《产品责任法》。通过这种发展和创新，扩大了其侵权法对现实中更多的权利和
利益的保护，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而德国的保险法也紧跟其后，不断扩大其保险保护范围，以满
足市场的实际需求，并为投保人提供更好的保险保护。上文中对惊吓引起的损害和侵害有关财产性
的权利而引起的纯经济损害的侵权损害赔偿以及相应的保险保护便是典型的例子。
２．被保险的风险
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在被保险的风险上采取了一种“在原则性的列举之上统一覆盖”的模式。〔３５〕
“一般条款”第２条设立了七种风险模块，环境责任保险的范围将按照当事人对这七种风险模块的明
确选择和约定。七种风险模块包括了涉及不同环境风险的设备、
产品和行为。这种按照搭积木的模式
将环境责任风险划分成不同模块的方法是德国环境责任保险中的一大传统和特色，它巧妙地以德国
的环境责任法律和这些法律中相应的设备和行为为基础将环境责任风险进行了不同模块的划分，根
〔３６〕
据不同模块风险的特性对其适用不同的投保费用。
这种对环境责任风险进行细分的方法对于解决
环境责任的可保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将简述这七种主要以设备为划分基础的风险模块：
（１）投保人的用来生产、加工、储藏、运

输或处置对水有害的物质的设备（《水资源法》－设备）。（２）投保人的属于《环境责任法》附录１的设
备（《环境责任法》－设备）。《环境责任法》在附录１中详细列举了在能力、数量或体积上超过一定标
〔３０〕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ｉｍｉｋｏｗｓｋｉ， Ｕｍｗｅｌｔｈａｆｔ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 ｕｎｄ Ｕｍｗｅｌｔ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ＶＶＷ 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 ４． Ａｕｆｌａｇｅ， １９９６， Ｒｎ．４７．
〔３１〕我国学者对惊吓是否引起侵权损害赔偿的讨论，
可参见邵世星：
《试论惊吓损害的民事责任》，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
第５期。
〔３２〕Ｂｅｒｎｄ Ｓｐａｅｔｅ， 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ＡＨＢ－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Ｍｕｅｎｃｈｅｎ １９９３， §１， Ｒｎ． ５１ ｍ．ｗ．Ｎ．
〔３３〕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
“谁故意或过失地不法侵害了他人的生命、
身体、
健康、
自由、
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有义务对该
人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害。”
〔３４〕Ｔｅｉｃｈｍａｎｎ ｉｎ Ｊａｕｅｒｎｉｇ，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ｚｕｍ ＢＧＢ， １５．Ａｕｆｌ．， ２０１４， §８２３， Ｒｎ １２ ｆ．．
〔３５〕Ｓｃｈｍｉｄｔ－Ｓａｌｚｅｒ／Ｓｃｈｒａｍｍ， Ｕｍｗｅｌｔ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１９９３， Ｒｎ．２．１．
〔３６〕Ｐｒｏｅｌｓｓ／Ｍａｒｔｉｎ：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ｇｅｓｅｔｚ， ２８．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Ｖｅｒｌａｇ Ｃ．Ｈ． Ｂｅｃｋ Ｍｕｅｎｃｈｅｎ ２０１０， ＵｍｗＨａｆｔＰｆｌ． Ｎｒ．２， Ｒｎ １ ｆ．， Ｓ． １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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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发展
论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传统、
准的对环境可能产生有害影响的设备：产生热能、采矿、能源方面的设备；采石、玻璃、制陶和建筑
材料方面的设备；钢、铁和其他金属的生产和加工方面的设备；化学产品、药品、石油的提炼和继续
加工方面的设备；沥青、焦油、蜡、粘合剂等有机物的生产和加工方面的设备；制造木板、纸浆方面
的设备；制造营养品、食品、饲料和农产品方面的设备；处理垃圾和废物方面的设备；对环境有影响
的物质的储存和装载方面的设备；其他设备。
（３）投保人的按照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必须获得行政
许可证的其他设备（其他的有说明义务的设备）。（４）投保人的废水设备，或通过投保人的行为，物
质被导入水中或对水有污染，以至于水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被改变（废水设备和污染危险）。
（５）投保人的属于《环境责任法》附录２中的设备（《环境责任法》－设备／强制责任保险）。如前文“二”
中所述，这些设备包括用来制造油漆或打印油墨的配料的设备等。（６）投保人设计、制造、提供、组
装、卸装、维护或看护上述五种设备或它们的组成部分，且投保人自己不是这些设备的持有人。
（７）
其他的、在保单中被写明的并非来自上述六种设备或行为的环境损害风险。此外，与第１项到第５项
和第７项被投保的设备相联系，在使用被储存的物质时该物质进入土地、空气或者水中时，仍然属
于保险范围。
３．合同订立后的新风险
由于环境责任风险的变化性和巨大性，
“一般条款”第３条规定，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签订以后新出
现的风险或原来承保的风险提高或扩大了，则这些新风险并不自动变为责任保险合同的承保对象，
而是必须通过当事人新的特别约定。
４．保险事故
如何定义保险事故是环境责任保险中的一个难点，但也是一个核心问题。〔３７〕为了正确界定这一
概念，在损害发生中所涉及的自然科学技术、法律和经济因素都须被考虑。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涉
及对事实的解释、损害原因、损害范围和因果关系的可追根溯源性。在法律方面，涉及将损害事件清
晰地归属到保险人和一定的保险合同。在经济方面，鉴于经常的事实说明问题、
不确定的保险事故定
义和后来才出现损害的可能性，故涉及环境风险的长期的可计算性。在理论上，可将保险事故界定
为：
发生侵权行为，发生损害事件，
损害首次被予以了证明和确认，或提出赔偿请求权。〔３８〕从正义性、
透明性和清晰性的角度，这些不同的定义界定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在传统的责任保险中，一般将保险
〔３９〕
事故界定为发生侵权行为或发生损害事件。
德国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在《环境责任保险一
般条款》中选择了将
“损害首次被予以了证明和确认”
作为保险事故的定义。其第４条规定：
“保险事故
是指通过受害人、其他第三人或投保人，人的损害、物的损害或被同时保险的财产的损害首次被予以
了证明和确认。保险事故须发生在保险的有效期间。至于此时损害的原因或范围或提出侵权责任请
求权的可能性是否可被明确确定并无关紧要。”德国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不是因为这一定义最正
确，
而是因为它最适合。这一选择得到了德国的科学界、投保人和保险人等各方的认可。〔４０〕这一定义
不仅适用于突然的损害，且适用于缓慢的损害。它在概念上非常清晰，而且它兼顾了基于实践的考
虑，
如对损害事实的说明、对以后发生的损害的处理等。在这一定义下，保险人对没有事先预见到的、
不利的风险发展有可能及时进行反应，在必要时对保险合同进行审查或者利用合同的解除权这一最
后的手段而终止该合同。故在这一定义下，责任保险公司能更快和更灵活地对变化的市场情况，诸如
新的科学认识、更好的证明方法、更严格的责任规定、请求权的激增、污染清理费用的上升等，作出反
应。
可参见温世扬、
姚赛：
《责任保险保险事故理论的反思与重建》，
《保险研
〔３７〕国内学者对责任保险中保险事故的界定问题的讨论，
究》２０１２年第８期。
〔３８〕Ｖｏｇｅｌ／Ｓｔｏｃｋｍｅｉｅｒ，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ｚｕｒ Ｕｍｗｅｌｔ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Ｕｍｗｅｌｔ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２．Ａｕｆｌ．， Ｃ．Ｈ． Ｂｅｃｋ， ２００９， Ｓ．
３６５—３６６．
〔３９〕Ｐｒｏｅｌｓｓ／Ｍａｒｔｉｎ：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ｇｅｓｅｔｚ， ２８．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Ｖｅｒｌａｇ Ｃ．Ｈ． Ｂｅｃｋ Ｍｕｅｎｃｈｅｎ ２０１０， §１００， Ｒｎ ２５．
〔４０〕Ｇｅｒｈａｒｄ Ｗａｇｎｅｒ， Ｄｉｅ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ｄｅｒ Ｕｍｗｅｌｔ－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 １９９２， ２６１， 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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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保险事故发生前的费用
“一般条款”
第５条对在保险事故发生前的费用的承保问题作出了规定。按该规定，即使保险事故
尚未出现，但在出现经营故障或根据政府的命令投保人为了防止或减少否则无法避免的人的损害、
物的损害或财产的损害采取措施而发生的费用，保险人必须对这些费用予以赔偿。不过，经营故障或
政府的命令须出现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对于经营故障和政府的命令以较早的事件点为准。如果
根据政府的命令而采取防损或减损措施，则该措施无论是通过投保人还是通过政府部门而被实施，
都不影响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和投保人可约定对该费用的每次发生时的最高限额和全年的最
高限额以及投保人对该费用的自负比例。
６．保险数额限制、
系列损害条款和自我负担金额
“一般条款”
第７条对保险数额限制、系列损害条款和自我负担金额作出了规定。对这三者作出规
定的共同目的是限制保险人的成本风险。这一点在环境责任保险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环境责任保
险仍然属于一种比较新的、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计算性的责任保险形式，保险人尚需在实践中
继续收集和统计这一方面的数据。
在保险数额限制方面，该“一般条款”规定，当事人可约定，对于每一保险事故，保险所承担的全
部人、物和财产的损害的最高金额，
以及在人的损害方面对于单个的人保险所承担的最高金额。该最
高保险金额也构成对于一年中所有保险事故保险人所承担的最高赔偿额。
在系列损害方面，该“一般条款”规定，在保险的有效期间，通过同一环境污染事故，或通过多个
直接基于同一污染原因或一些相同的污染原因（在这些相同原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特别的事实上
的或时间上的联系），多个保险事故出现，则这些保险事故被视为一个保险事故，这些保险事故中的
首个事故出现的时间点被视为该系列保险事故的发生时间点。对这种系列保险事故，适用前述的最
高保险金额限制。
在自我负担方面，
“一般条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在每一次保险事故中投保人必须自己承担
损害赔偿金额中的多少金额。这一规定能帮助减少责任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能激励投保人的自我负
责精神和提高投保人的注意水平与防范损害的意识。〔４１ 〕
７．合同后责任
“一般条款”第８条规定，保险关系因被保险的风险完全或持续地消失或通过保险人或投保人的
解除而终止，那么对于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发生的、但在保险关系终止时仍然没有被确定的人、物或
财产的损害，
保险保护将继续存在３年，
时间从保险关系终止时起算。若在保险关系存继期间，被保险
的风险中的某一风险消失，
则针对这一风险的保险保护将继续存在３年，时间从该风险消灭时起算。
这种合同后责任的规定，是德国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一方（由德国责任保险公司协会作为
代表，
ＨＵＫ－Ｖｅｒｂａｎｄ）和投保人一方（由德国联邦工业协会与德国保险保护协会为代表，即ＢＤＩ与ＤＶＳ）
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形成的一种妥协方案。按“一般条款”第４条对保险事故的定义，根据“损害首次被
予以证明和确认”原则，则投保人在合同终止时对于所有的之后出现的保险事故均不承担保险责任。
这种退出责任的可能性，从保险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被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涉及环境责任保险
的可保性。损害确定原则的目标也正是在于使所有的责任保险合同的成分适应于实际风险情况和新
的认识。在德国责任保险公司协会、联邦工业协会和保险保护协会的协商中，为了解决保险事故的定
义可能带来的问题，一些不同的解决方案被予以了讨论，例如在需要时由投保人购买合同后的责任
保险。最后，双方决定选择义务性的带有时间限制性的合同后责任保险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双方而言
都不尽如意，
但却是双方都可接受的一种妥协模式。其他的方案都不能够保证计算的可能性（尤其在
缓慢损害的数量、
方式和程度方面），
从而使可保性成为一个问题。德国有学者认为，这种模式也是为
〔４１〕Ｅｒｉｃｈ Ｗａｇｎｅｒ， Ｄｉｅ 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２．Ａｕｆｌ．， Ｓ． １５４， 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 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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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传统、
〔４２〕
了对保险事故界定中的损害确认原则带来的后果进行一定的缓和与均衡。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合同

后责任应当是与环境责任保险中完全排除合同前责任相联系的。〔４３〕这两种观点应都有各自合理性，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构建合同后责任条款的必要性。
德国为了解决环境侵权中可能存在的慢性、潜伏性的侵害，主要构建了特殊的保险事故的定义
和合同后责任这两项制度。这种制度设计是不同于英美国家为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事故基础制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
与
“日落条款（ｓｕｎｓｅｔ ｃｌａｕｓｅ）”相结合或
“请求基础制（ｃｌａｉｍ－ｍａｄｅ ｂａｓｉｓ）”与“回溯期
（ｒｅｔ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相结合的制度模式〔４４〕，是一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德国模式。
（三）
《环境责任基础保险一般条款》
德国的环境责任基础保险是一个自我独立的一般条款。在１９９１年《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的第
一个版本出现时，仍没有环境责任基础保险。这一保险形式首次出现在１９９２年８月，且它在环境责任
保险的各方协会之间基本上没有被讨论过。它是在德国保监会的推动下被导入的一种新的环境责任
保险形式。建立这一独立的环境责任保险形式的目的在于，对那些在它们那里《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
款》第２款中第一至第六种风险模块中的设备和风险不存在或不应被保险的企业，为它们的环境风险
建立一种尽可能简单的保险形式。特别是在小企业或服务业领域，一般不存在与环境相关的设备。这
种保险形式的条款内容除了在承保的风险范围上不同于《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外，其余条款的内
容基本与《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相同。
（四）农业环境责任保险
在德国，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农业和林业经济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例如沼
泽、草原或湿地的减少，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或者家禽、牲畜大规模饲养中的粪便或废物所引起的
对空气、
土壤或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等。德国的保险界非常重视发展农业和林业环境责任保险。德
国的责任保险公司、事故保险公司和权利保护保险公司协会曾多次通过通讯和报告的方式推动该协
会的成员对农业和林业环境责任的承保。不过，按照德国的研究，化肥、农药的使用或者施肥所引起
的环境风险一般不具有可保性，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为都是有意且大面积地进行的。〔４５〕但是，对于化
肥、农药的使用或者施肥中出现的意外事故或者家禽、牲畜大规模饲养中粪便、废物的意外泄露事故
等还是具有可保性的。
在制度设计上，德国继续进行制度上的继承和创新，将农业和林业环境责任保险分为两部分：农
业和林业环境责任基础保险与农业和林业环境责任保险。这两种保险形式对投保人在农业和林业经
营中因事故给他人所造成的人身的损害、物的损害和一定财产权利损害的侵权责任进行承保。具体
而言，前者对所要承保的风险需要当事人直接约定，它不涉及前文中《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第２条
中第一至第六种风险模块中的设备和风险。该责任保险格式合同条款的第３条规定，来自下列设施的
法定责任将被予以保险：
（１）对于粪水、粪肥以及农作物因发酵而产生的污液的存储，且总体积不超
过６０万升；
（２）对饲养牲畜、家禽所产生的厩肥的存储；
（３）对于柴油、石油等的存储，且不超过５０００
升；
（４）对于农作物和农产品的存储；
（５）对其他对环境有危险的物质的存储，且总体积不超过５００升。
如果上述的某一体积限制被超过，
则对它的保险需要当事人的特别约定。
而后者，即农业和林业环境责任保险，是当在农业和林业的经营中存在农业和林业环境责任基
础保险格式合同条款第３条中所不具有的设备时，而应选择的另外一种保险合同形式。在德国的环境
〔４２〕Ｍａｎｆｒｅｄ Ｒｅｉｆｆ， Ｕｍｗｅｌｔ－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１９９２， １２２．
〔４３〕Ａｌｆｏｎｓ Ｐｏｓｃｈｅｎ， Ｄａｓ Ｄｅｋｕｎｇｓｋｏｎｚｅｐｔ ｆｕｅｒ ｄｉｅ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 ｗｅｇｅｎ Ｓｃｈａｅｄｅｎ ｄｕｒｃｈ Ｕｍｗｅｌｔｅｉｎｗｉｒｋｕｎｇ
（Ｕｍｗｅｌｔ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ｍｏｄｅｌｌ），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 １９９３， Ｓ． ６５２，６５７．
〔４４〕对这两种制度模式的讨论，
可参见前引〔１６〕，张梓太、
张乾红文。
〔４５〕这与美国学者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美国学者Ｃｈａｍｂｅｒｓ更是明确地提出，对于大部分农业风险缺乏私人保险市场的主要原
因 是 道 德 风 险 （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参 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Ｉ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７１， Ｎｏ． ３（Ａｕｇ．， １９８９）， ｐｐ． ６０４—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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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设备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它包括各种机械设备、为了经营而设立的各种建筑以及为了仓储等目
的而在土地的上下构建的各种设施。〔４６〕实际上，在农业和林业的经营中，可能会出现前文“三”
《环境
责任保险一般条款》 第２条第１项至第６项的作为不同风险模型的设备的。例如：经营中的体积超过
５０００升的储存罐，超过５００升的农药储存罐，都属于第２．１项的“《水资源法》－设备”
；大规模集中饲养牲
畜时（例如幼猪５万头、大猪１７００头以上时）则构成第２．２项的“《环境责任法》－附录１的设备”
；按照德国
〔４７〕
的《关于执行联邦环境法的第４条例：需要行政许可的设备名录》 第７．２条，每周屠宰至少５００公斤家
禽则属于第２．３项的“其他的有说明义务的设备”；等等。
（五）其他环境责任保险形式
在环境责任保险领域，在德国还存在针对建筑师、建筑工程师和咨询工程师的环境责任保险和
针对环境审计师和环境鉴定师的环境责任保险。它们针对各自所保险的特殊对象和领域有特别的环
境责任保险规定，但也有许多条款与《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相同或相似。

四、
德国的环境损害保险
《环境损害法》
（一）德国环境责任法的新发展：
如前文“一”所述，德国于２００７年颁布了《环境损害法》。该法规定了一种环境责任者的公法上的
义务，也即环境责任者针对政府环境管理部门须负担避免将要发生或清理已经发生的严重环境损害
的义务或返还政府部门采取避免或清理措施后所发生费用的义务。在严格划分公法和私法的德国，
这一法律所规定的是一种公法上的义务，而不是私法上的、
也即民法上的义务。所以私法主体不能根
〔４８〕
据这一法律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权。
该法中的环境损害是指：对土地的污染，且这种污染产生了损害人们健康的严重风险；对水的污
染；对生态多样性的损害（这包括一定的被保护的物种和一定的被保护的地区。被保护的多样性包括
鸟类、动物和植物。被保护的地区是由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指令所规定的一定地区）。故这部法律规范
了环境损害责任人对整体的生态环境或生命共同体的损害。该法中环境损害责任的范围包括：为避
免损害而采取措施所发生的费用；为修复损害后所失去的自然环境或当不可能再修复时另外建立一
个新的同等的自然环境所花费的费用；对损害期间所发生的经济损失或持续的经济损失的赔偿。该
法规定若责任人因进行该法附注１中所列示的高度危险行为（如垃圾处理企业的行为、对地表水倒入
有害物质、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基因技术方面的工作等）造成环境损害则须负担无过错责任，而若进
行了其他行为造成环境损害则承担过错责任。也即对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在归责原则上采取了两分
法的模式。〔４９〕
由于在这一法律中，被侵害的客体是环境本身，而非私个体的直接权益，故针对环境侵害人的请
求其承担责任的请求权在性质上是一种公法上的请求权；而政府是公共环境等公共利益的管理者，
因此这里的责任请求权便完全归作为公法主体的政府环境管理部门所享有，也即政府环境管理部门
〔４６〕德国的《联邦环境保护法（ＢＩｍＳｃｈＧ）》第３条第５款。
〔４７〕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 üｂｅｒ ｇｅｎｅｈｍｉｇｕｎｇｓｂｅｄüｒｆｔｉｇｅ Ａｎｌａｇｅｎ－４． ＢＩｍＳｃｈＶ． 德国的环境法律非常细致、严格和庞大，其中最核心的法律
是德国国会于１９７４年制定、在２０１３年重新修改后颁布的《联邦环境保护法（ＢＩｍＳｃｈＧ）》。为了实施该法律，
德国的联邦政府又
制定了诸多条例。而此处的第４条例是德国的联邦政府和环保部在听取相关主体的意见之后、
并经德国参议院同意后制定和
颁布的一个条例，它极其详尽地通过表格分类规定了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从而需要事先获得行政许可的各种设备的目录和名
称。
〔４８〕Ｂｅｒｎｄ Ｂｅｃｋｅｒ， Ｄａｓ ｎｅｕ Ｕｍｗｅｌｔ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ｇｅｓｅｔｚ， Ｂｅｃｋ ２００７， Ｒｎ．１， Ｓ．２．
〔４９〕国内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
可参见竺效：
《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归责原则的两分法及其配套措施》，
《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７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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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传统、
依职权行事该责任请求权 （该法第１０条）。不过为了促进公民和社会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公共环境治
〔５０〕
第３条被依法承认的德国国内
理，
该法也规定，
被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或按照德国《环境权利辅助法》
或国际环境保护协会可以提出申请，请求政府环境部门行使该责任请求权，同时要求提出申请时所
提交的有关事实材料要能够使人相信环境损害的确发生了（该法第１０条）。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将依据
《环境损害法》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针对政府环境管理部门的决定或者不作为，被依法承认的环保
〔５１〕
同时这一法律也对公众的环境信息权作出了明
保护协会可针对政府提起行政诉讼（该法第１１条）。
确规定，即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向提出申请的利益相关者和环保协会通报环境清理和修复的情况，并
给予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该法第８条第４款）。
（二）
《环境损害保险一般条款》
针对新的《环境损害法》，德国创新性地发展出了《环境损害保险一般条款（ＵＳＶ）》。〔５２〕该保险模

式由三部分构成：
基础保险、
附加风险１ 和附加风险２。
基础保险是针对发生在投保人自己的土地之外的、也即发生在他人的土地、水域之上的生态
环境损害的保险。这种基础保险中的许多内容，例如保险事故的定义、后契约责任等，都与前文中
的《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相似。其所特有的几个主要内容是：
（１）保险标的：投保人根据《环境损
害法》清理环境损害的具有公法性质的法定义务。（２）被保险的风险。（３）运营事故。（４）被保险的
成本。
该保险模式中的附加风险１针对的是根据《环境损害法》在投保人自己的或其租赁或借用的土地
或水域上发生的环境损害。这种来自附加风险１的承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效，即自己土地的土壤
功能被严重损害了，
并且这种损害威胁到了人们的健康。设计这种承保的原因在于《环境责任法》第２
条第一款Ｃ项的规定，因为该项规定了污染土壤、且威胁到人们的健康时构成该法所规范的“环境损
害”
。通过基础保险和附加风险１，
可以覆盖《环境损害法》中的所有环境责任。
通过该保险模式中的附加风险２使根据德国《联邦土地保护法》对自己的土地进行清理的义务被
纳入了保险的范围。如果投保人选择了附加风险２，
则即使土地的污染对人们的健康没有危险，
保险人
也将负担政府要求投保人修复自己土地的费用。由此而创建的这种全面的承保也便形成了
“土地污染
修复保险”
。这种险种类似目前国际环境责任保险市场上比较普遍存在的
“清理成本保险”。〔５３〕
《环境损害基础保险一般条款》
（三）
《环境损害基础保险一般条款（ＵＳＶＢ）》是一个自我独立的合同模型。它的目标是为那些不拥有
《环境损害保险一般条款》中的第１－５种风险模型中的设备风险的经营企业提供一种简化的环境损害
责任保险形式。它的结构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与《环境损害保险一般条款》相同。

五、
支持环境责任保险的重要保险制度
德国的保险立法始于海上保险，最早立法是１７３１ 年的《汉堡保险及海损条例》。陆上保险的最早
规定则见于１７９４年的《普鲁士法》。１９００年德国颁布《商法典》后，有关海上保险的规范被纳入该法典
的海商法部分。德国于１９０８年颁布了《保险合同法》，它则对陆上保险合同的内容进行了统一规定，被
认为是陆上保险合同统一立法的先驱和典型代表。２００７年德国国会对该法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
在２０１３年又进行了重新修订和颁布。
〔５０〕Ｕｍｗｅｌｔ－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ｈｅｌｆｓｇｅｓｅｔｚ－ＵｍｗＲＧ． 该法由德国国会于２００６年制定，
〔５１〕关于德国和荷兰的环境公益诉讼，
可参见张大海：
《论我国环境保护团体诉讼的建构——
—以德国环境保护团体诉讼制度为参
考》，
《法律适用》２０１２年第８期。
〔５２〕它同样是由德国保险经济总协会（ＧＤＶ）公布的，
没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力。不过在现实中它一般被当事人直接使用。
〔５３〕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Ｖａｚｑｕｅｚ：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１６，
２０１０， ｐｐ． ４７３—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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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修改，
进行了诸多制度的创新和发展。〔５４〕这些新制度中的一个核心点便是强化对保险消费者（也
〔５５〕
而在德国，
即投保人）的保护，
由此来促进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业的发展。
环境责任保险
制度并不是一个自我完全独立的制度，
它仍属于德国《保险合同法》所规范，
且属于其第二章
“单个的保
险种类”
第一节
“责任保险”中的一种特殊责任保险制度。德国《保险合同法》中的一般规定（即该法第一
章
“总则”
）和该法第二章关于
“责任保险”
的规定对环境责任保险是有效适用的。而这些规定也成为环境
责任保险制度的必然构成内容。在这些规定中，
有些属于强制性的规定，
当事人不得违反他们作出另外
的约定，
否则该约定或整个合同无效。有些规定则属于半强制性规定，
当事人可以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
〔５６〕
当出现后面的约定时，
其他约定，
但不能作出不利于投保人的其他约定。
投保人有选择权，
可以选择让
〔５７〕
该约定生效，
也可选择不让该约定生效。 此外，
有些则属于任意性规定，
当事人可以作出另行约定，
但
无约定时，
则按照这些规定来处理。下面将结合环境责任保险，
对其中一些重要的规定和制度进行阐释。
（一）属于一般保险制度的重要规定
１．合同缔结的程序：保险人的先契约义务和合同缔结的方式
德国新《保险合同法》特别注重保护在保险合同正式成立之前投保人的信息权利，而这对于环境
责任保险这种重大和复杂的合同显得特别有意义。按照德国《保险合同法》第７条第１款规定，保险人
在投保人给出其合同意思表示以前，必须向投保人以文本的形式告知合同的内容、一般的保险交易
条款和依据该条第２款通过条例所规定的信息。这种告知须以与所使用的通信方式相适应的方式清
晰、
易于理解地作出。这里
“文本的形式”
可以是通过纸面、
传真、电子邮件、寄送ＣＤ或ＵＢＳ的形式。按
照这一条款的规定，保险合同的缔结模式一般只能采用申请模式，也即先由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所
有的合同文件、内容和信息，然后由投保人提出订立合同的请求（即为要约），接着再由保险人向投保
人发送保险单（即表示正式接受了申请，是承诺），这样保险合同才正式成立。
２００７年德国司法部按照《保险合同法》第７条第２和３款的授权，颁布了《关于在保险合同中的信息
义务的条例》。该条例详尽地规定了保险人在合同成立前必须向投保人提供的一些基本和重要的信
息。该条例第１条规定了适合于包括环境责任保险在内的所有种类保险的信息义务。其中该条第１款
规定了保险人必须告知投保人的２０项信息。该条例第５条规定了在电话交谈中的信息义务，例如在每
次开始通话前保险人必须告知对方自己的身份和此次通话的商事目的。该条例第６条规定了在合同
存续期间的信息义务，
例如保险人须对在合同存续期间自己的身份和地址的变更告知投保人。
保险人违反上述的先合同信息义务，会产生如下的法律后果：
（１）监管法律上的后果：严重违反
〔５８〕
这可能会导致保
上述的先合同信息义务会形成德国《保险监管法》第８１条意义上的一种违法情况。
险人停业的行政法律后果。（２）民法上的后果：根据《保险合同法》第８条第２款，违反先合同的信息义
务将导致投保人的撤回权期限〔５９〕不开始起算；可能会影响或改变合同的内容，例如如果导向内容的
信息义务没有被遵守，则可能会导致只有被告知的信息才成为合同的内容；会产生依据德国《民法
典》第２８０条至第３１１条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信息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
对它们的违反会引发债法中的损
害赔偿请求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消极利益（若投保人不签订合同时将节省的保险费）或积极利益
〔６０〕
（若投保人与其他保险人签订合同时将可能获得的保险赔偿金）；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５ｃ第１款，
〔５４〕关于此次修改主要内容，
可参见王战涛：
《中德保险法中的消费者保护比较研究》，
《保险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
〔５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不断通过制定和完善《股份公司法》、
《证券交易所法（Ｂｏｅｒｓｅｎｇｅｓｅｔｚ）》、
《证券交易法（ＷｐＨＧ）》、
《信贷
法》和《投资法》等金融法律，
提高对金融投资者的保护，
以此来促进金融的发展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关于对法律、
金融
和经济增长的论述，
可参见白江：
《金融抑制、
金融法治和经济增长》，
《学术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７期。
〔５６〕Ｄｏｍｉｎｉｋ Ｋｌｉｍｋｅ， Ｄｉｅ ｈａｌｂｚｗｉｎｇｅｎｄｅｎ Ｖｏｒ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ｄｅｓ ＶＶＧ， Ｖｅｒｌａｇ： Ｄｕｎｃｋｅｒ ＆ Ｈｕｍｂｌｏｔ， ２００４．
〔５７〕Ｐｒｏｅｌｓｓ／Ｍａｒｔｉｎ，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ｇｅｓｅｔｚ， ２８．Ａｕｆｌａｇｅ， ２０１０， §１８， Ｒｎ ８．
〔５８〕Ｒｕｄｏｌｆ Ｅ． Ｇａｕｌ， Ｚｕｍ Ａｂｓｃｈｌｕｓｓ ｄｅｓ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ｖｅｒｔｒａｇｅｓ，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 ２００７， ２１（２３）．
〔５９〕德国《保险合同法》第８条对投保人的撤回权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６０〕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５ｃ针对出人意料和具有多种含义的一般交易条款（也即格式合同条款）作出规定：
“按照情况，特别按照合
同的外部表现，
一般交易条款中的规定是那么的不寻常，
以致一般交易条款的使用人的合同相对方无需对其予以考虑的，则
这些规定不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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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发展
论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传统、
〔６１〕
违反信息义务所涉及的相关合同条款将不能成为合同的内容。
（３）竞争法上的后果：不遵守信息义

务可能会成为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ＵＷＧ）》第３条意义上的一种不被允许的竞争行为，从而会产生
〔６２〕
这些清晰和严厉的法律后果无疑为环境责任保险的投保人提供了
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坚实有力的保护。
因为投保人必须及时在作出他的合同意思表示之前获得信息，所以保险人也可以采用“申请模
式”以外的其他合同缔结模式，只要这一信息义务要求被满足即可。例如“邀请模式”
，即投保人首先
向保险人提出希望购买保险的愿望（邀请约请），然后保险人向投保人发出保险合同和其他的保险信
息文件（要约），在投保人作出接受表示之后，合同便成立了。〔６３〕也可以采用有学者建议的“建议模
式”
，即保险人首先针对投保人的保险需求提供咨询，然后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咨询文件、准备好的
申请书和风险问卷以及其他必要的信息文件，在此基础上再由投保人提出订立保险合同的正式申
请，
保险人因此而寄出保单后（承诺），合同便成立了。〔６４〕但是，在２００８年以前在德国保险市场中经常
存在传统的“保单模式”
，也即当事人先订立保险合同，然后保险人将保单和其他的保险信息文件一
同寄给投保人的模式，
就不再能够满足上述的对信息义务的要求了，在实践中不能再被采用了。所以
在环境责任保险的缔结中，目前只能采用“申请模式”、
“邀请模式”和“建议模式”这三种形式，而不能
再采用过去简单的“保单模式”
。
２．保险人和保险中间人的建议义务和文件义务
由于保险产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给投保人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德国《保
险合同法》详尽地规定了保险人和保险中间人（包括保险代理人和经纪人）的建议义务和文件义务。
德国《保险合同法》第６条规定，
只要根据对被提供的保险的难度或者投保人的情况进行判断，存
在这种必要，对他的愿望和需求进行询问，那么在兼顾建议的费用和投保人支付的保费之间的合理
关系的情况下，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提供咨询和建议，并说明为每一特定保险提供建议的理由。投保
人须在考虑被提供的保险合同的复杂性的情况下对咨询和建议进行记录。投保人须在保险合同签订
之前清晰和易懂地以书面形式告知所提供的建议及其理由。投保人可通过书面形式表示放弃要求获
得这些建议和文件的权利，不过保险人须明确告知他，这样可能会影响他针对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这种建议义务不仅存在于合同缔结之前，而且存在于合同缔结后保险关系的存继期间，只要对
保险人而言对投保人进行询问和建议显得必要时。如果保险人因过错而违反这种建议和文件义务，
投保人可以请求保险人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保险合同法》第６０条和第６１条针对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同样规定了上述的建议义务和文
件义务。并且在第６３条也规定了他们因过错而违反这种义务时针对投保人的损害赔偿义务。
在环境责任保险中本身存在着几种不同的保险形式，每一种形式具有自己的特点、针对性和复
杂性，故上述保险人和保险中间人的建议义务和文件义务对于保护环境责任保险的投保人有重要意
义。
３．投保人的先合同义务
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并不仅仅根据合同订立申请中的说明而即被签订。实际上
经营企业的土地及其土地上的设备经常会被查看、记录和说明。有鉴于此，
《保险合同法》第１９条第１
款第１句的规定对环境保险合同非常重要，即“直至投保人给出合同的意思表示之前，他须告知保险
人他已经知道的、对保险人作出是否按照约定的内容签订合同的决定有显著影响的、且投保人以书
面形式对此作过询问的危险情况”
。若保险人在投保人给出合同的意思表示之后、
但在承诺生效前提
〔６１〕Ｊｏｃｈｅｎ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Ｓｐｅｚｉｅｌ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ｐｆｌｉｃｈｔｅｎ ｉｍ ＢＧＢ ｕｎｄ ｉｈｒｅ Ｓａｎｋｔｉｏｎｉｅｒｕｎｇ， ＺＩＰ ２００５， ８２９（８３４）．
〔６２〕Ｅｉｎｉｋｏ Ｆｒａｎｚ， Ｄａｓ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ｒｅｃｈｔ ｉｍ ｎｅｕｅｎ Ｇｅｗａｎｄ，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 ２００８， ２９８（３０３）．
〔６３〕Ｔｈｅｏ Ｌａｎｇｈｅｉｄ， Ｄｉ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ｅｓ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ｓ， ＮＪＷ ２００７， ３６６５ｆｆ．
〔６４〕Ｂｅｒｎｄ Ｈｏｎｓｅｌ， Ｖｅｒｔｒｅｔｅｒｄｉｒｅｋｔｅｉｎｇａｂｅ ｎａｃｈ Ａｂｓｃｈａｆｆｕｎｇ ｄｅｓ Ｐｏｌ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ｌｓ， ＶＷ ２００７， ３５９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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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问题，则投保人的这种告知义务仍存在（该法第１９条第２款）。从规定来看，德国对于投保人的告
知义务采用了书面询问主义的模式，或者说保险人书面提问、投保人回答的被动告知模式，而非传统
〔６５〕
在这种书面询问主义模式下，通过对保险人询问义务的确立，则对于一种情
的主动告知义务模式。
况是否与危险有关的错误判断风险是由保险人自己承担的，而非投保人。这种模式防止了对投保人
的过高要求和增强了投保人的法律安全性。
若投保人违反了这种告知义务，
并且保险人已经事先通过书面的形式特别地通知了投保人关于
将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时，则保险人享有如下的权利：
（１）在故意违反告知义务时不受限制的解除权
（在德国它向前性地、也即从解除之后开始将合同关系转化为一种返还清算的债权债务关系）；
（２）在
重大过失地违反义务时受一定限制的解除权（这种限制是，按照第１９条第４款，当保险人即使知道这
种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仍然会订立合同时，保险人的这种解除权即被排除） 或者更改合同的权利；
（３）在轻过失地违反告知义务或者投保人对于这种告知义务的违反没有过错时受一定限制的合同终
止权（此处的限制是终止的意思表示到达后一个月之后才发生合同终止的效力）或者更改合同的权
利。再者，保险人须在知道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后的一个月之内通过书面的形式行使上述权利。上述
这些权利在合同成立五年之后消灭；如果投保人故意或欺诈性地违反这种告知义务，则这些权利在
合同成立十年之后消灭。如果在保险人行使上述的合同解除权之后发生了保险事故，则保险人不承
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除非违反告知义务涉及的仅是这种情况：既不是保险事故发生或确定的原因，
又不对保险人的给付义务的确认或范围具有因果性的作用（该法第２１条）。最后，如果投保人欺诈性
地进行行为时，保险人则继续享有德国《民法典》第１２３条中的撤销权（该法第２２条）。
在德国的《保险合同法》中，上述的告知义务和违反时的法律后果的内容规定都是一种特殊的半
强制性的规定，也即对上述的内容规定只有在有利于投保人的条件下才能被作不同的约定，否则当
事人不能作出其他约定。这些内容规定在德国的《责任保险一般条款（ＡＨＢ）》第２３．１条至第２３．４条被
予以了采纳，
由此依据德国《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第１．１条同样对环境责任保险有效。故它们构成
了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重要部分。
４．合理的投保人违反义务时的法律后果体系
在大陆法系传统的保险法中，当投保人违反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者当危险增加时重大过失
地违反告知义务，或者重大过失地导致保险事故发生时，适用所谓的
“全有或全无的原则”。这导致在
出现不同形式的过错时保险人完全免除履行保险赔偿责任或者不受影响和不受限制地继续履行保
险赔偿责任。在实践中，这一原则常导致保险人因投保人违反了某一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免除了自
己履行保险赔偿责任的义务，使投保人无法获得保险赔偿。故这一原则对投保人非常不利。在德国
２００８年保险法的改革中，该原则被废弃了。按照新《保险合同法》，当投保人违反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时，适用一种新的统一的法律后果体系：
（１）只有当违反义务因果性地导致保险事故发生或者影响到
保险人履行保险赔偿责任的范围时，保险人才可能免除履行保险赔偿责任，而主张不构成因果关系
的证明责任则由投保人承担；
（２）故意违反义务则导致保险人完全免除履行保险赔偿责任，对故意的
证明责任由保险人承担；
（３）简单过失地违反义务则不引起法律后果，对简单过失的证明责任由投保
人承担；
（４）在重大过失地违反义务时，保险人将按照过失的程度相应地减少自己的履行责任，不构
成重大过失的举证责任由投保人负担；
（５） 对于合同约定的义务，保险人为了免除履行保险赔偿责
任，则保险人须事先向投保人特别说明违反这些义务将导致保险赔偿责任的免除。
例如，德国《保险合同法》第２３条第１款规定，在投保人给出自己的合同意思表示之后，没有保险
人的事先同意则不得从事危险增加的活动或者通过第三人从事这种活动。当投保人故意违反此义务
时，在危险增加后出现了保险事故，
则保险人不再负担履行保险赔偿责任的义务。如果是投保人重大
《比较法视野中的欧洲保险合同法如实告知义务评析》，
《保险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６５〕参见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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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地违反此义务，则保险人有权按照投保人过错的程度相应地减少自己履行保险赔偿责任的义
务。对于没有出现重大过失的证明责任，由投保人承担。德国《保险合同法》第２３条第２款、第３款规定：
“投保人事后认识到，他未经保险人的事先同意而已经从事了危险增加的活动或者通过第三人从事
了此类活动，则保险人须不迟延地告知保险人这种危险增加的情况。”
“在投保人的合同意思表示发
出后，危险增加的情况出现了，并且这不依赖于投保人的意思，则投保人必须在获知此情况后不迟延
地告知保险人这种危险增加的情况。”
出现前两款的危险增加的情况时，当保险事故在告知应当已经
到达保险人的时间点之后的一个月之后发生了，则保险人不负担履行保险赔偿的义务，除非保险人
在此时间点时已经知道了危险增加的情况。当对这种告知义务的违反不是基于故意时，保险人必须
负担履行保险赔偿的义务。当这种告知义务的违反是由于重大过失引起的，则保险人按照投保人的
过错程度相应地减少自己履行保险赔偿的义务。进一步，德国的《保险合同法》第２６条第３款第１项针
对所有前面的情况规定，如果危险增加的情况在因果关系上并不导致保险事故的发生或者影响保险
赔偿责任的范围时，
则保险人仍然必须承担履行保险赔偿责任的义务。通过上述的规定可以看出，德
国新《保险合同法》对于投保人违反法定的义务时，不再简单地采用传统的“全有或全无的原则”
，而
是非常细致地区分投保人的过错程度和保险事故发生的实际原因而设定不同的法律后果，这极大地
强化了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而对于投保人违反约定的义务时，德国的《保险合同法》第２８条则按照
上述的方式设置了相似的不同法律后果，同样地严格保护了投保人的利益。上述这些规定是具有半
强制性的，
即当事人不能作不利于投保人的其他约定，而只能作有利于投保人的其他约定。
在德国的环境责任保险中，
对于投保人而言，
既存在着《保险合同法》中规定的一些法定义务，
又存在
着许多在各类具体的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投保人对这些义务的违反也同样不是简单地适用
“全有或全无的原则”
，
而是按照投保人的过错程度和保险事故发生的实际原因而承担不同的法律后果。
５．建立合理的保费支付和分配制度
为了充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德国的新《保险合同法》构建了比传统保险法更加合理的保费支付
和分配制度。而这些制度对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同样适用。
首先，
该法设计了有利于投保人的保费支付时间要求和迟延支付时的法律后果。按照德国《保险
合同法》，一般投保人可以在１４天内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撤回权的期限一般从保单、保险合同以及
其他必需的信息资料以书面的形式到达投保人时起算。相应地，该法也规定，投保人必须在保单到达
后的１４日之后不迟延地支付全部的保险费，或者当双方约定分次交纳时的第一笔保险费（该法第３３
条）。当全部保险费或第一笔保险费未被及时支付时，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除非投保人对于未支付
没有过错。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全部保险费或第一笔保险费尚未被支付，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
任，除非投保人对于未支付没有过错时；此时保险人不承担责任还需满足一个条件，即保险人已经通
过书面的特别通知或者保单中的显著说明明确地告知了这种不支付保险费的法律后果 （该法第３７
条）。当第一笔保费之后的后续保费没有被及时支付时，保险人须以书面形式给投保人规定一个至少
１４天的支付期限。该支付期限届满后发生保险事故，并且投保人没有及时支付保费时，保险人不承担
支付保险金的义务。该期限届满后，
保险人可以随时终止保险合同。但是，当投保人在合同终止后的
一个月内又支付了保费的，则该终止不生效。这种规定显然非常有利于投保人。
其次，
该法设计了有利于保护投保人利益的保费分配制度。该法第３９条规定，在保险期限终止前
保险关系提前结束的，保险人只拥有保险保护存在时的期间内相应保费。当投保人违反合同订立时
如实告知风险的义务，从而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或者当投保人恶意欺诈从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
保险人享有直到解除的意思表示生效时的相应保费。
（二）属于责任保险制度的重要规定
德国《保险合同法》第二章第一节专门对责任保险作出了规定。该部分共有２５个条文，由两部分
构成：一般规定和强制责任保险。这些规定为包括环境责任保险在内的各种责任保险构筑了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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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基础。下面仅就对环境责任保险有重要意义的几项制度予以阐释。
首先，德国《保险合同法》对责任保险的内涵作了一个更加广泛和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投保人利益
的界定，并且详尽地规定了由保险人承担对投保人进行权利保护时而支出的有关费用。这便意味着
保险人不仅有义务去清偿针对投保人的请求权，而且有义务去保护投保人的权利，也即去对抗那些
无法成立的请求权，
例如聘请律师去为投保人辩解或辩护。这无疑扩大了保险人的义务，增加了对投
保人的保护。该法第１０１条进一步规定了进行权利保护时成本的分担问题。该条第１款规定，保险包括
法庭内的和法庭外的通过对抗由第三人提起的请求权而发生的费用，只要这些费用的支出是按照实
际情况合理发生的。保险进一步包括按照保险人的指示所花费的在刑事程序中的辩护费用，这一刑
事程序是由于投保人的可能会导致他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的行为而引发的。因投保人的请求，保险人
须提前支付款项以负担这种费用。该条第２款还规定，如果合同规定了保险赔偿金的总额，保险人仍
然须负担由他诱发的法律争议的成本花费和前面第一款意义中的刑事辩护费用，当这些费用与保险
人为使投保人免于各种请求所支出的花费合计起来超过了合同中规定的保险赔偿金总额。这里包括
由于保险人引起的迟延清偿第三人而产生的利息费用支出。
其次，
为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
德国《保险合同法》第１０５条规定，
如果双方约定，
当没有保险人的事
先同意而投保人径直对第三人进行清偿或者承认第三人的请求权，
则保险人不负担支付保险金的义务，
那么这种约定是无效的。这一新规定抛弃了传统保险法中的未经保险人事先同意不得向第三人清偿或
承认第三人请求权的规则。不过为了同时兼顾保险人的利益，
德国的《责任保险一般条款》第５．１条第２款
第２句规定：
“没有保险人的同意而由投保人进行的承认和和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对保险人有约束力，
即没有这种承认和和解请求权仍然会产生的。”
这些规定自然对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有约束力。
第三，为了更好地保护投保人和受害的第三人，德国《保险合同法》第１０８条第２款规定，投保人可
以将对保险人的偿付请求权转让给受害的第三人，这一转让的权利不能通过保险合同的一般条款被
予以排除。而按照传统的责任保险，保险请求权在被确认之前，没有经过保险人的明确同意，保险请
求权不得被转让。新的规定弱化了传统保险法中的分离原则，按照该原则，有关侵权责任的问题和有
关保险赔偿的问题应当在不同的法律程序中被予以处理。〔６６〕
德国《保险合同法》第１１３条到第１２４条对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这为那些
最后，
强制环境责任保险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石。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保护，
该法第１１４条规定，
除非法律另有
规定，
在一个强制责任保险中保险金额至少是每一个保险事故２５万欧元，
而针对一年的全部保险事故则
为１００万欧元。保险合同可对强制责任保险的内容和范围进行更加细致的规定，
只要由此强制责任保险
的每一个目的的实现不会受到危害，
并且法律也无其他规定。但双方关于由投保人自己承担部分侵权赔
偿责任的约定不能够对抗第三人，
也不能针对同时被保险了的人（例如公司的员工）产生效力。最重要的
是，
该法第１１５条、
第１１６条和第１１７条对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作出了详尽规定。按照该法第１１５条第１款，
在下列两种情况下第三人可直接针对保险人提起他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１）当针对投保人的财产已经启
动了破产程序，
或者由于投保人缺乏财产启动破产程序的申请已被拒绝了，
或者一个临时的破产管理人
已被指定了；
（２）当投保人已下落不明的。这种直接请求权自然会存在于一些环境责任保险（ＵＨＶ）和环
境损害保险（ＵＳＶ）中，
条件是德国联邦或州的法律规定了这些强制责任保险义务。进一步，
根据该法第
１１７条第１款，
当保险人针对投保人全部或者部分地被免除履行支付保险金的义务时，
针对第三人保险人
的义务却仍然存在。在本质上，
这一规定并没有建立一种第三人针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而是为了有
〔６７〕
利于第三人而拟制了一种特殊的请求权。 这样便在一个有
“病”
的保险关系中保险人仍然需对第三人
承担责任，
而不能主张投保人因为违反义务而自己已经全部或部分地被免除了责任。
〔６６〕Ｏｌｉｖｅｒ Ｌａｎｇｅ， Ｄｉｅ Ｒｅｃｈｔｓ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ｅｒｓ ｎａｃｈ Ａｂｔｒｅｔｕｎｇ ｄｅｓ Ｆｒｅｉ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ｓ ｖｏｎ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ｎｅｈｍｅｒ
ａｎ ｄｅｎ ｇｅｓｃｈａｅｄｉｇｔｅｎ Ｄｒｉｔｔｅｎ，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 ２００８， Ｓ．７１３．
〔６７〕Ｐｒｏｅｌｓｓ／Ｍａｒｔｉｎ， 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ｇｅｓｅｔｚ， ２８．Ａｕｆｌ．， ２０１０， §１１７ Ｒ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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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对我国的启示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压力，我国正在努力发展环境责任保险，而良好的环境责任保险
制度是推动环境责任保险发展的基石。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和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典型代表之
一，
它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我国有诸多启示和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一，我国应当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环境侵权责任法律制度，以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提供
清晰和稳定的法律基础。在《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后，我国形成了以《民法通则》
（第１２４条）和《侵权责
任法》
（第６５条）为核心，以《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
（第８５条）、
《水污染防治法》
（第８５条）等单行法为辅
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法律体系。不过，与德国相比，我国的这些法律规定仍然比较原则，如缺乏对可
能引发环境污染的风险设备或风险行为的细化分类规定，缺乏像德国那样在法律中极其详尽地通过
表格分类规定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从而需要事先获得行政许可的各种设备的目录和名称，缺乏对环境
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细化规定（例如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在我国尚没有明确的规定）等。２０１１
年５月３０日，环保部公开发布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和《环境污染损害
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Ｉ版）》
》。该《意见》提到要推进相关立法进程，这些立法的内容应包括进一步细
化规定环境污染损害责任承担主体、责任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的确认原则、赔偿责任范围、责任承担
方式等制度。故我国目前的环境侵权法律制度对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中具体内容的确定带来了不确定
性和困难。未来我国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进一步细化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以为环境责任保
险制度的构建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二，
我国要严格执行已经颁布的环境法律制度。在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经济的发
展，在环境保护的行政执法力度和环境侵权案件的司法执法力度上都比较弱，以至于企业违反环境
法律的成本低，促使企业经常将经营的成本予以外部化和社会化。在实践中污染企业不承担责任或
者偶尔承担很小的责任，这必然导致污染企业没有防止和减少污染和污染事故的压力，也必然导致
企业没有购买环境责任保险的压力。这应当是我国环境责任保险不发达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反观
德国，其在环境法律的执行上是非常严格的，这也必然促使有环境危险的企业主动去购买环境责任
保险，
从而为德国发展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提供了必然的现实需求。
第三，
谨慎和科学地确定环境责任保险的模式。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
所以我国
的环境责任保险模式应当借鉴德国的模式，
即
“以自愿保险为主、
强制责任保险为辅”
，
同时规定企业可
以选择法律允许的其他财务担保方式，
例如金融机构的保证、
信用证、
信托基金、
母公司等的保证、
公司
通过严格的财务测试为自己作保证等。另外，
为了支持和推动对被污染的土壤的修复和开发，
政府可以
出面对为此提供环境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或者为投保企业负担一定比例的保费。〔６８〕
目前在我国《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对三类企业试点环境污染
强制责任保险：
涉重金属企业、
按地方有关规定已被纳入投保范围的企业和其他高环境风险企业。但
“涉
重金属企业”
的范围比较模糊和概括，
而且该《指导意见》也没有规定允许其他财务担保方式，
这样非常
容易导致强制环境责任保险的推广范围过大、加重一些环境风险本来不高的企业的财务负担以及使本
来便具有国有垄断地位的保险公司因强制环境责任保险而获得高额的保费收入等。所以我国亟需行政
机关乃至立法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或法律的形式对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整体模式进行细化规定。
第四，
我国应制定一部《避免和修复环境损害法》，并建立相应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我国正在制
定《土壤污染防治法》，
该法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对已被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６９〕当然应对土壤
污染的防和治问题在我国显得很紧迫，但为了立法的周严，我国应借鉴德国制定一部《避免和修复环
境损害法》，统一对避免和修复严重的威胁人们健康的土地、水或生态多样性和自然生存环境的环境
〔６８〕Ｄａｎｉｅｌ Ａ． Ｓｃｈｅｎｃｋ，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ｔｅｐ Ｆｏｒ Ｂｒｏｗｎｆｉｅｌｄ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ｌｅａｎｕｐ”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１０，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ｐｐ．４０９—４１５．
〔６９〕参见王树义：
《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几点思考》，
《法学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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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进行调整，明确规定环境责任人向政府环境管理部门承担一种公法上的避免将要发生或修复已
发生的严重环境损害的义务或返还政府部门采取避免或修复措施后所发生的费用的义务。因为在实
践中不仅存在严重的土地污染问题，而且存在严重的水污染或整个生态环境遭受污染损害的问题，
对于它们都存在进行避免（防）和修复（治）的问题。而且由于这些污染非常严重，污染者常没有专业
能力去处理其造成的环境损害，此时政府部门则一般委托相应的鉴定人和专业公司进行鉴定和清
理，而污染者应向环保部门返还相关的费用。另外这种环境损害已经不是针对简单个人的侵害，而是
针对社会公众的一种侵害，已超出了传统侵权法的调整范围，故明确规定一种污染者针对政府环保
部门承担避免将要或修复已发生的严重环境损害或返还相关费用的公法上的义务是非常必要的。我
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确是强化了对作为公共资源的生态和环境的保护，但这些保护主要是从
采取何种行政措施的角度入手，例如第３０条对依法制定和实施有关生态保护和恢复治理方案的规
定，
第３１条对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规定，第四章关于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尽管该法第６４
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并且
第６条第２款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第５８条规定了环境公益诉
讼以及第５９条规定了按日连续处罚的制度。〔７０〕但我国仍有必要通过单独制定《避免和修复环境损害
法》，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对这一问题的规范。此外，我国应针对避免和修复环境损害的法律责任进一
步构建一种相应的环境损害责任保险，
以确保这种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
第五，
我国应鼓励保险业协会、
工业协会等相关行业组织在发展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中发挥积极作
用。在德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一般条款》、
《环境损害责任保险一般条款》等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发
展中，
德国的责任保险公司协会、
联邦工业协会和保险保护协会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德国的环境责任
保险方面的所有标准化合同都是由德国的责任保险公司协会提供和公布的。因为责任保险合同一般为
格式合同和标准化的合同，
合同内容一般是经过行业内的长期业务经验积累所形成的。而环境责任保
险合同更加复杂，
里面的争议点更多，
再加上这种保险形式又比较新，
行业内所积累的历史经验数据比
较少，
由单个的保险公司和投保企业去发展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难度和成本都很高，而且可行性也较
低，
故此时需要保险业协会和工业协会等行业协会共同努力，
推动具体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构建。
第六，
我国应鼓励发展针对不同企业和不同环境责任风险的多种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形式，
以便最大程
度地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针对环境污染责任的保险险种主要是“环境污染责任保
险”
，
品种尚比较单一。我国应借鉴德国的有益经验，
鼓励我国的保险业协会、
工业企业协会等共同努力，
针
对市场需求，
发展多种环境责任保险合同形式。其中我国尤其应借鉴德国的经验积极发展农业环境责任保
〔７１〕
但如何具体构建该种保险制度是一
险。近年来农业环境污染和农业环境责任保险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个首要难题。而德国在这一方面对保险标的的划分方法和相应的保险构建模式无疑值得我国借鉴。
第七，应当借鉴德国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中的诸多具体内容对我国现行的《环境污染责任保
险条款》进行修改和完善。目前在我国的保险市场上存在着一种被普遍使用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条
〔７２〕
但由于该条款主要是由一些大的保险公司设计的，所以该标准合同中的诸多内容非常不利于
款》。
投保人，亟须被修改，否则我国的企业没有动力去主动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德国的《环境责任
保险一般条款》所界定的“保险事故（即损害首次被予以了证明和确认）”相比，在我国保险事故的范
围是非常窄的，即保险事故须是突发性的污染损害事故，而非缓慢的、具有长期潜伏性的污染损害事
故；且须被环境保护部门认定为环境污染责任事故的；而且第三者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
《反思松
〔７０〕新《环境保护法》的这些新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以前的环境法律在生态损害填补制度上的不足。参见竺效：
花江水污染事故行政罚款的法律尴尬——
—以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制为视角》，
《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７１〕２０１３年３月发生了“上海黄浦江漂猪事件”，
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和众多实务界和学术界人士的思考。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我国
应当积极关注和解决农业环境污染问题，
而农业环境责任保险便是一个有力工具。
〔７２〕各保险公司对这种一般条款的具体使用，
可参见平安保险公司：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ｃｉｎ．ｃｏｍ／ｐ－４６７５７９７５９．ｈｔｍ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
司：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ｃｉｎ．ｃｏｍ／ｐ－４７４６２７７７７．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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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传统、
出了损害赔偿请求。另外，在我国也不存在保险合同结束后一定时间内的合同后责任。再者，在我国
保险的承保范围（也即保险标的）也是很窄的，即不包括间接财产损失。还有，在我国的《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条款》中没有对所承包的风险按照一定的方式（例如像德国那样按照搭积木的模式将环境责
任风险划分成不同模块）进行细分，这无疑是不利于当事人精确界定风险和精确计算保险费用的。构
建科学、合理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一般条款》无疑是推动环境责任保险的重要制度基础，而德国在
这方面的诸多经验值得我国思考和借鉴。
第八，我国应借鉴德国《保险合同法》的新规定，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保险法》，尤其须进一步强化
〔７３〕
以为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制度基础。
对保险消费者的保护，
国内一些学者主张我国应当制定《环境责任保险法》，以为环境责任的发展提供制度基础。〔７４〕但
笔者认为，环境责任保险毕竟仅仅是保险中的责任保险这种类型中的一种而已，其大部分的内容是
以一般保险和责任保险制度为基础的，单独立法反而会增加立法成本和法律上的繁琐。最好的路径
应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保险法》，以为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制度基石，同时通过这种完
善也会促进我国整个保险业的发展，而这又会反过来推动环境责任保险这种特殊类型的保险的发
展。另外，
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实践中所采用的环境责任保险一般条款。
借鉴德国，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保险法》的地方有：
（１）应完善保险人的先契约义务和保险合同的缔
结方式。与德国相比，
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合同正式成立前投保人的信息权利的保护是不充足的。我国
《保险法》第１７条第１款、
第２款仅针对格式条款中投保人的信息权利作了一定规定。我国应借鉴德国明
确规定，
保险人在投保人给出其合同意思表示以前，
必须向投保人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合同的内容、
格式
合同条款以及其他一些应当提供的基本和重要的信息。我国《保险法》第１３条第１款规定的保险合同缔
结模式仍然为传统的保单模式，
这种模式忽视了对合同成立前投保人的信息权利的保护。我国应当借
鉴德国，
在合同缔结模式上改采
“申请模式”
“
、邀请模式”
和
“建议模式”
。（２）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和
保险中间人在保险合同订立前和订立后的建议义务和文件义务并没有作出规定，
而鉴于现代保险产品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未来我国《保险法》应明确规定保险人和保险中间人的建议义务和文件义务。
（３）应
完善对投保人先合同义务的规定。我国《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１款对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采纳了询问主义的
模式。不过与德国相比，
该规定仍有一些不足：
对询问的方式没有限定为书面方式，
允许口头的方式；
对
询问的内容没有严格界定，而是笼统地规定
“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
；对告知义务的时
间没有作明确的界定，
该义务可能是在投保人给出合同意思表示之后、
甚至是在合同成立之后。这些不
足之处则增加了投保人法律上的不安全性和风险。另外，
与德国相比，
我国对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应作更细致的规定。例如：
应规定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产生法律后果的前提应
是保险人已经事先通过书面的形式特别地通知了投保人关于违反告知义务将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
投
保人重大过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
保险人还应享有更改合同的权利；
应增加规定，
当轻过失地违反告
知义务时，
保险人享有合同终止权或者更改合同的权利；
等等。（４）根据我国《保险法》第２１条、
第５２条、
第６１条的规定，
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地违反法定义务时，
保险人均免责。可见我国仍采取的是
“全有
或全无的原则”
。我国应借鉴德国，
抛弃这一原则，
构建更加合理和细致的投保人违反义务时的法律后
果体系。
（５）应借鉴德国进一步完善保费的支付和分配制度，
增强对投保人的保护。
（６）我国《保险法》中
对责任保险的规定仅有两个条文，
过于简单，
应进一步予以完善。例如，
在责任保险的定义中应增加保
险人还负有去对抗那些针对投保人的无法成立的请求权，
以增加了对投保人的权利保护；
应规定，
投保
人可以将对保险人的偿付请求权转让给受害的第三人，这一转让的权利不能通过保险合同被予以排
除；
应明确规定强制责任保险中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一定的直接请求权等。
〔７３〕强化对投保人的保护是保险业发展的基石和动力，
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
而是在根本上取决于保险业的发展水平、
尤其保险公司的经营水平。参见前引〔５５〕，白江文。
〔７４〕蓝寿荣：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立法若干问题释疑》，
《法学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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