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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环境法规的实施效果比较
史亚东*
摘要：为了提高我国环境治理水平、
探索适宜的环境治理模式，
科学而全面地评
估环境政策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是必要的。本文在全面梳理北京市主要环境问题
和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的基础上，
利用合成控制方法，
实证检验了北京市已经实施的三
项地方环境法规，
即《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
《北京市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以及《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对抑制相关污染物排放的实施效
果。结果表明，三项法规中只有《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取得了显著的实施效
果。在比较各项法规的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等细则之后，
本文认为公众关注和公众
参与是影响环境法规取得显著减排效果的重要因素。分析和结论为发展中国家以公
众参与作为途径，
提高环境法规等正式规制政策的执行效果，
提供了依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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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发达国家成功的环境治理经验离不开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政策，这些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环
境法规和行政命令等在内的、强制性的“命令-控制”政策，基于自由市场交易的激励性政策机
制，包括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许可证交易等，以及一些临时性政策（刘郁、陈钊，2016）。对于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移植和模仿这些政策是容易的，但是从实践来看，
“照搬”而来的环境
政策却往往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例如，针对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印度德里的
多项研究指出，该市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Kumar & Foster, 2008；Jain et al.,
2016；Chowdhury et al., 2017）。Greenstone 和 Hanna（2014）使用当时最全面的、针对发展中国
家的数据也发现，印度的水污染政策对污染物排放量的下降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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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国完善的制度环境。但显然，众多发展中国家
普遍存在制度薄弱的缺陷。现有一些文献已经发现中国和印度存在书面法律执行效率低下
的问题（Allen et al., 2005；Lu & Tao, 2009）。在环境政策方面，包群等（2013）、李树和翁卫国

（2014）等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地方环境法规的实施效果不佳；史亚东（2018）针对 54 件

全国地方环境法规有效性的研究也发现，总体有效的地方环境法规占比较低，我国环境法规
的执行效率不高。
作为全国环境治理模式的一个缩影和典型，北京市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基本上是以政
府为主导，以“命令-控制”政策为主体，同时正处于不断摸索和变革的历程中。因而，环境
法规作为一种最为严格的正式规制工具，在当前的环境政策体系中拥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北京市环境法规基本上由国家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地方性环境法规和规章、国家和地方
环保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所组成。北京市环境法规体系的建立，经历
了由单纯执行全国相关法律的办法和规定，向独立制定地方性法规转变，环境法律体系正
在不断完备。
地方性环境法规是指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有关环境保护的规范
性文件。目前，北京市正在实施的地方性环境法规有两项，分别针对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由
此也可看出，这两类污染在北京最为严峻和突出。1988 年 7 月 7 日，北京市第九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条例》。2000 年 12 月

8 日，北京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废止了 1988 年通过的上述法规，审议通过了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2014 年 1 月 22 日，北京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废止了 2000 年通过的上述防治法，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在水污染的立法方面，1985 年 9 月 28 日，北京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条例》。2002 年 5 月 15 日，北京市

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办法》。2010 年 11 月 19 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水
污染防治条例》，同时上述《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废止。由此

可见，北京市分别在 2010 年和 2014 年之后，开始制定具备地方独立性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
防治法规。

为了提高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水平、探索适宜的环境治理模式，科学而全面地评估发展
中国家的环境政策实施效果，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是必要的。然而，虽然目前针对我国环境政
策的研究众多，但大部分文献都只关注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余伟等，2016；洪丽明、吕小锋，
2017；郑石明、罗凯方，2017），较少地涉及对其污染控制效果的定量评价。并且，有关实施效
果的研究大部分针对全国范围，或以政策比较为目的（曾冰等，2016；刘海英等，2017；罗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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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2018），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更加微观、具体和针对性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将以北京
市作为微观考察对象，在对该市已经实施的地方性环境法规进行全面梳理之后，采用政策效

应评估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实证检验这些治理政策对相关污染物排放的
抑制作用；同时，通过深入分析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主要因素，进一步为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
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比较案例分析（Comparative Case Study）是在政策影响类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其分析

思路是比较受政策影响的个体与不受影响的个体之间相关的宏观变量的变化情况。在统计

上，这种方法称为倍差法（DID）。但是，该方法存在对照组的选择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估计
结果严重依赖于所选择的对照组、无法克服政策内生性问题、对数据和样本量的要求较高等
诸多缺陷（Abadie & Gardeazabal, 2003；Bertrand et al., 2004；Abadie et al., 2010）。

与倍差法思路不同，Abadie 等（2010）提出了合成控制法，即一种基于数据选择对照组来

评估政策影响的方法。该方法的优势在于：作为一种非参数的方法，其在构造对照组的时候，
不依靠主观判断，而是利用数据来决定权重大小。基本原理是，通过对多个对照组的加权，构
造出一个良好的并且优于主观选定的某个对照组的合成对照组。由于本文以北京市作为研
究对象，在分析政策实施效果时，寻找和北京市完全类似的对照组是非常困难的。合成控制
法由于是利用权重构造出的对照组，因而相对于倍差法更适于本文的研究。另外，合成控制
法在构造对照组时使用的是没有政策实施地区的一个加权平均，能够显示每一个对照组在构
造反事实状态时的贡献，从而可以展示合成组在政策实施前与北京市的接近程度。合成控制
法中权重的选择为正并且加总之和为 1，因此，该方法具有避免过分外推等的优点。另外，该

方法不依赖于可用时间段长短和可对照个体数量的多少，而依然能够显示出政策效应的外推
估计（Abadie et al., 2010）。基于上述优点，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采用该方法进行

政策效果的评估研究（王贤彬、聂海峰，2010；刘甲炎、范子英，2013；苏治、胡迪，2015；Abadie
et al., 2015；Kreif et al., 2016)。

本文研究的是北京市地方环境法规的实施效果，因此处理组是在 t 0 时期出台相关环境法

规的北京市。本文参照了包群等（2013）的研究方法，将对照组选择在 t 0 时期之前 3 年和 t 0 时

期及其之后 3 年，总共 6 年内均没有出台同类环境法规的地区（假设有 J 个）。最后，利用这些
地区合成一个对照组。令 EitN 表示地区 i 在时间 t 没有相关环境法规时的污染物排放量，EitI
表示地区 i 在时期 t 相关环境法规颁布后的污染物排放量。设定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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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1，如果i = 1，t > t 0
Eit = EitN + αit Dit ，
其中 D = í
î0 其他

（1）

对于没有相关环境法规出台的地区，Eit = EitN 。本研究目的是评估对于北京市在 t 0 时期
颁 布 相 关 环 境 法 规 之 后 该 项 法 规 对 相 关 污 染 物 控 制 的 效 果 ，即 评 估 系 数 αit ，在 t 0 时 ，
αit = EitI - EitN 。由于变量 EitI 可以被观测到，因此需要进一步估计与事实相反的变量 EitN 。按

照 Abadie 等（2010，2015）提出的模型，EitN 可以被看作：
EitN = δt + θt Zi + λt μi + εit

（2）

其中，δt 是时间趋势，θt 是不受法规影响的控制变量，λt 是一个（1 ´ F ）的无法观测到的公共
因子向量，μi 是（ F ´ 1）的不可观测到的地区的固定效应，εit 是每个地区观测不到的短期冲
击 ，均 值 为 0。 为 了 得 到 与 事 实 相 反 的 状 态 EitN ，需 要 求 解 一 个（ J ´ 1 ）的 权 重 向 量

W * = (w*2w*J + 1)' ，其中对任意 i ，满足 wi  0 ，i = 23J + 1 ，且 w 2 + w3 +  + w J + 1 = 1 。该

权重向量中的每一个特殊取值代表对处理组的一个可行的合成控制，它是对照组内所有地区
的一个加权平均。用 W 作为权重的每一个合成控制的结果变量为：
J+1

åw E
i

i=2

it

J+1

J+1

J+1

i=2

i=2

i=2

= δt + θt å wi Zi + λt å wi μi + å wi εit

（3）

假设可以选择一个向量 (w*2w*J + 1)' ，
使得：
J+1

åw E
i=2

*
i

J+1

i1

J+1

= E11å w*i Eit = E1t ，
并且 å w*i Zi = Z1
o

i=2

o

（4）

i=2

to

可以证明如果 å λ't λt 为非奇异的，
那么：
t=1

J+1

J+1

to

t0

J+1

i=2

i=2

s=1

n=1

i=2

EitN - å w*i Eit = å w*i å λt (å λ'n λ n)-1 λ's (ε js - ε1s) - å w*i (εit - ε1t )

（5）

Abadie 等（2010，2015）证明在一般条件下，
（5）式右边将趋近于 0。因而，对于 t 0 < t  T ，
J+1

可以用 å w*i Eit 作为 EitN 的无偏估计来近似，
因此 α1t 的估计可以写为：
i=2

J+1

α̂ 1t = E1t - å w*i Eit

（6）

i=2

（二）数据说明
由前述分析，从 1985 年起，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地方性环境法规主要针对大

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两个方面：1985 年 9 月通过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条例》，1988 年 7 月通过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条例》，
2000 年 12 月通过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2002 年 5 月通过

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2010 年 11 月通过了《北京市水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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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条例》，以及 2014 年 1 月通过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虽然上述法规都是针对大气
污染或水污染治理方面，但由于治理同类污染的法规出台间隔都在 10 年以上，因此可以视为

不同的法规政策，分别估计其实施效果。考虑到上世纪 80 年代统计数据的不完整性，因此，
本部分将主要考察《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
（简称《大气办法》
）、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简称《大气条例》）以及《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
（简称《水条
例》
）的政策实施效果。
在评估《大气办法》的实施效果时，将研究的实施时间定为 2001 年。对照组选择除港澳

台和西藏地区之外，我国 30 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中，在该法规实施前后 3 年内，即

1998-2003 年内没有大气污染治理相关法规出台的地区。考察的污染物指标选取对数化的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ln ISO 2 ）。在评估《大气条例》的实施效果时，将研究的实施时间定

为 2014 年，对照组选择除港澳台和西藏地区之外，我国 30 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中，
在该法规实施前后 3 年内，即 2011-2016 年内没有大气污染治理相关法规出台的地区。考
察的污染物指标选取对数化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在评估《水条例》的实施效果时，将
研究的实施时间定为 2011 年，对照组选择除港澳台和西藏地区之外，我国 30 个省份的省会

城市和直辖市中，在该法规实施前后 3 年内，即 2008-2013 年内没有水污染治理相关法规出
台的地区。考察的污染物指标选取对数化的化学需氧量（lnCOD）① 。在评估上述 3 项法规
时，预测控制变量都选取对数化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GDP）及其平方项（以（lnGDP）2 表
示）。污染物排放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历年《中
国城市年鉴》。

三、北京市地方环境法规的实施效果检验
（一）
《大气办法》的实施效果检验
表 1 显示了在合成控制法下，利用对照组城市合成北京市的预测变量值与北京市实际值

的对比。可以看出，在《大气办法》实施之前，对照组各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平均值与

北京市的实际值差距较大，但经过加权合成后北京市的排放量与北京市实际排放量非常接
近。由于北京市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对照组内其他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因此，合成北京市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平方项要略低于实际值。但总体上，
《大气办法》实施之前，利用对照
组合成的北京市较好地拟合了真实值。

①考虑到在研究期间，数据的可得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本文在考察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时选择了工

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要量作为相应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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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大气办法》实施前的对比

变量
lnGDP
2
( lnGDP )
lnISO 2 (1998)
lnISO 2 (1999)
lnISO 2 (2000)

北京市
9.83
96.63
12.17
11.99
11.89

合成北京市
9.02
81.3
12.17
12
11.9

对照组平均
9.34
87.45
10.89
10.8
10.78

图 1 显示了在《大气办法》实施前后，北京市和合成北京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情况。

通过图 1 同样可以看出，在该项法规实施前，合成北京市的排放量较好地拟合了实际排放量，
两者差距很小。但在 2001 年政策实施后，合成北京市的排放量有较大幅度地下降，而实际北

京市的排放量下降幅度却较小。因而，这种污染物的下降可能不是源于政策法规实施的影
响。或者说，本文利用合成控制法，无法找到证据支持，在政策实施年份，该项法规产生了显
著的使污染物排放下降的影响。到 2002 年和 2003 年，合成北京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又
有所上升，但北京市实际排放量却呈缓慢下降趋势，这是否意味着《大气办法》实施对污染物
排放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本文将进一步通过安慰剂检验来证明。图 2 显示了北

京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实际值与合成值之间的差额，也可以看出在该项法规开始实施的
2001 年，
两者差额较大且为正，
但在 2002 年两者差额回缩，2003 年又出现较大的负值。

对数化二氧化硫排放量

12.2

12

11.8

11.6

1998

1999

2000
北京市

年度

2001

2002

2003

合成北京市

图 1 《大气办法》实施前后北京市与合成北京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在利用合成控制法进行政策效果评估时，由于不能确定利用对照组合成的北京市能够完
全模拟如果没有该项法规实施时该市的污染物排放量情况，因此上述估计结果依然存在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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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气办法》实施前后北京市工业二氧化硫实际值与合成值的差额
定性。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借鉴 Abadie 和 Gardeazabal（2003）的做法，本研究还对对照组

内其他城市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安慰剂检验的基本思路是分别将合成控制法应用于其他未
实施地方性大气污染防治法规政策的地区，如果这些地区在 2001 年后也呈现出类似北京市

的效应，那么说明该《大气办法》实施对北京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反，
如果 2001 年后北京市的效应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就说明该项法规实施对北京市该污染物

排放量有显著影响。不过，如果某些地区的工业二氧化硫不能很好地由其他地区的加权平均
来合成，那么该地区 2001 年后实际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合成的排放量之间的差距可能
是由于加权平均所产生的误差导致的。因此，本研究只保留了小于北京市 2001 年前均方误
差（MSPE）10 倍的地区①。通过比较对照组内各地区在 2001 年前 MSPE 值，最终保留了 11 个
地区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图 3 显示了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从中可见，在 2003 年，虽然北京市该差额为负值，但对照

组内也有 1 个城市的差额为负并且效应大于北京市。如果《大气办法》实施对北京市工业二
氧化硫排放并未产生影响，而在 11 个城市中恰巧出现该差额为负的情况的概率为 2/11，约为
①将 MSPE 值控制在多少倍，目前相关研究并没有统一做法。当然，范围越小，合成值与真实值拟合程度

越好，但同时保留在对照组内的城市数量就越少，这可能造成在 10%的显著水平下，难以进行相关验证。因
此，本文结合对照组内城市数量，并考虑显著性水平，同时参考已有文献做法，选择了将 MSPE 值控制在 10 倍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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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因此，在 10%的显著水平上，无法拒绝“《大气办法》实施并未对北京市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产生影响”的假设，即安慰剂检验不通过，因而亦不能证实《大气办法》对污染物下降存在

一定的滞后效应。总体来看，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结果表明，
《大气办法》实施对北京市主要的
大气污染物——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实际值与合成值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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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实际值与合成值差额

图 3 《大气办法》实施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二）
《大气条例》的实施效果检验
利用合成控制法，本文对 2014 年实施的《大气条例》也进行了实证检验。由表 2 可见，

在该法规实施之前，利用对照组城市加权得到的合成北京市的排放量与北京市的实际排放
量之间非常接近。但对照组平均排放量与北京市的排放量之间差距较大，这说明利用对照
组合成的北京市实现了对真实北京市的排放量的拟合。由图 4 可见，在法规实施之前，合成

北京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实际排放量差距很小，其均方根误差（RMSPE）为 1.34e-10，
同样说明了在法规实施前合成北京市的拟合效果较好。但是，在法规实施之后的 2014 年到

2016 年，合成北京市的污染物排放量虽有下降，实际排放量却比合成排放量下降幅度更大，
这可能是由于 2014 年之后《大气条例》的实施，亦即该法规的实施使得北京市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图 5 显示了在《大气条例》实施前后，北京市实际工业二氧
化硫排放量与合成值之间的差额。可以发现，在 2014 年之前，这一差额在 0 值附近左右，但

2014 年之后出现较大程度负值，意味着该法规实施可能对污染物排放有较为显著的即期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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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大气条例》实施前的对比

变量
lnGDP
2
( lnGDP )
lnISO 2(2011)
lnISO 2(2012)
lnISO 2(2013)

北京市
11.53
133.05
11.02
10.99
10.86

合成北京市
11.14
124.06
11.03
11
10.87

对照组平均
11.12
123.8
11.24
11.14
11.07

对数化二氧化硫排放量

11

10.5

10

9.5

9

2011

2012

2013

年度

2014

北京市

2015

2016

合成北京市

图 4 《大气条例》实施前后北京市与合成北京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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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气条例》实施前后北京市工业二氧化硫实际值与合成值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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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是对对照组内其他地区进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为了避免由于对照组城市与其合

成值之间预测误差过大而造成的对实施效果检验的干扰，本研究只保留了对照组内小于北京
市 2014 年前 MSPE 值 10 倍的地区，通过比较对照组内各地区在 2014 年前 MSPE 值，最终保留

了 14 个地区的安慰剂检验结果。由图 6 可见，北京市在法规实施的 2014 年之后，其实际值与

合成值之间的差额是所有 14 个地区中最大的。如果这不是由于《大气条例》的实施而造成

的，这种现象出现的概率只有 1/14，约 7%。因而，在 10%的显著水平下，可以认为《大气条例》
的实施对北京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下降存在显著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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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大气条例》实施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三）
《水条例》的实施效果检验
表 3 是实施《水条例》前，利用合成控制法合成北京市的预测控制变量值与实际值的比

较。从中可见，整体上，利用对照组加权合成的北京市对真实北京市的情况进行了较好地拟
合。由图 7 也可以发现，在 2011 年《水条例》实施以前，北京市实际化学需氧量与合成值之间

较为接近；但在 2011 年，实际化学需氧量相比合成值来说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虽然《水条例》
①需要指出的是，与《大气条例》同期发布的还有国务院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且该计划也

对京津冀的空气质量做了明确要求。因而，对于空气质量的提升是否也可以归功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的发布。本文认为，严格来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一项由国务院发布的行政工作指导性文件，其
约束力和效果难以与政策法规相比；其次 2013 年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全国性文件，处理组和对
照组同时受到影响，整体上可以规避其对北京市的效力；再次，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虽单独提出了政
府部门对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的治理目标，但由于其是行政性文件，表述内容仅是针对政府部门而制定的
目标。因而对于污染物的抑制作用，
本文认为主要是围绕该目标落实的《大气条例》法规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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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是否导致了北京市水体中有机污染物的上升，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安慰剂检验，但这一
结果至少已经说明了该法规的实施对控制北京市这种水体有机污染物的排放并没有产生显
著影响，或者说，利用合成控制法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该法规的实施效果产生了抑制污染物排
放的显著效果。
虽然本文并非意图证实《水条例》实施存在对污染物减排的逆向作用，但为了与前述研究
思路一致，本部分依然对检验《水条例》实施效果的合成控制方法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在保留
了小于北京市 2011 年前均方误差 MSPE 值 10 倍的地区之后，本部分最终保留了 13 个地区的

安慰剂检验结果。由图 8 可见，2011 年政策实施之后，在所检验的 13 个地区中，北京市实际值
与合成值的差额并非最大，在 10%的显著性要求下，安慰剂检验结果不显著。这也再一次证

明本文前述表述，即在合成控制法下，没有证据支持《水条例》的实施对污染物排放产生了显
著影响。
表3

《水条例》实施前的对比
变量
lnGDP

北京市

合成北京市

对照组平均

11.10

10.59

10.7

( lnGDP )

123.35

112.17

114.66

lnCOD(2009)

8.49

8.51

9.04

2

lnCOD(2008)
lnCOD(2010)

8.50

8.51

8.49

9.18

8.50

8.93

8.9

对数化化学需氧量

8.8
8.7
8.6
8.5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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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北京市

2012

2014

合成北京市

图 7 《水条例》实施前后北京市与合成北京市的化学需氧量
105

史亚东：
地方环境法规的实施效果比较

实际值与合成值差额

1
0
-1
-2
-3

2006

2008

2010
年度

其他地区实际值与合成值差额

2012

2014

北京实际值与合成值差额

图 8 《水条例》实施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四、北京市地方环境法规实施效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前述实证结果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大气办法》和《水条例》的实施对相关污染物的排放有
抑制作用；但《大气条例》的实施却对相关污染物排放量的下降有显著影响。因而，
《大气条
例》相比《大气办法》和《水条例》来说，其环境治理的效果更为显著。这一结论表明，在制度建
设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正式环境规制依然有可能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因而，深入分析
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地方性环境法规的实施效果不同，对发展中国家今后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
法规、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Greenstone 和 Hanna（2014）等学者针对印度的研究曾同样发现，该国空气污染法规相较

于水污染法规来说更加有效。他们分析，造成环境法规在同一制度环境中实施效果产生差距
的原因，在于公众对于不同污染的关注度和诉求度不同。他们指出，公众环境诉求可以由当
地主流媒体有关环境新闻的报道量来反映，而通过统计发现，有关空气污染的新闻报道量远
远大于水污染，因而公众对于空气污染的关注和诉求更高，这有可能是导致政策实施效果不
同的重要原因。在这一逻辑框架下，本文分别以“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为关键词，通过百度
指数，获得了其在 2011 年到 2016 年北京地区的网络搜索量数据。由图 9 可见，
“大气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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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指数要远远高于“水污染”，并且实际上，
“PM2.5”
“雾霾”等与大气污染有关的关键词的网
络搜索量，一直位居北京市环境相关关键词的网络搜索量前列。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北京市

公众对大气污染的关注度远高于水污染，因而以上学者的分析也适用于解释北京市水污染法
规与大气污染法规实施效果的不同。
1 400
1 200

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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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1

2012-01-01

2013-01-01

201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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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

图 9 “大气污染”和
“水污染”
的北京市网络搜索量
然而，就同一污染类型而言，为何《大气办法》与《大气条例》的实施效果仍有差异呢？本
文认为，解释这一原因需要深入比较《大气办法》与《大气条例》在颁布背景和实施环境、具体
内容与实施细则等方面的区别。在颁布背景和实施环境方面，
《大气条例》颁布之时，公众对
大气污染的关注程度已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虽然，由于百度指数起始数据只追溯到
2011 年，因而无法通过网络搜索量数据来反映公众关注程度的变化；但是，类似“PM2.5”
“雾霾”
等与大气污染有关的关键词的网络搜索量，在 2013 年以后却出现了暴涨，意味着《大气条例》
的颁布有着强烈的公众诉求基础。另外，2013 年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全国大部分地区大气污染
问题异常严重。根据中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2013 年我国平均雾霾日数为 52 年来最多；而北

京市在 2013 年 1 月仅有 5 天不是雾霾天，全年平均每 20 天左右就会出现一次雾霾迷城，PM2.5
年均浓度值更是高达 89.5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 1.56 倍。由此可见，
《大气条例》是在面
临比《大气办法》更加严峻的污染形势、更高的公众关注度下颁布并实施的。

其次，就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来看，
《大气条例》相比《大气办法》有诸多改进之处。
《大气
办法》一共有七章，四十三条，而《大气条例》共八章，一百三十条。内容上的充实和完善，一是
对污染源管控的区分更加细致。例如，细化了机动车污染防治规定，新增了防治挥发性有机
物污染、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以及扬尘污染防治内容。二是突出了细颗粒物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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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则中明确提出“大气污染防治应当以降低大气中的细颗粒物浓度为重点”。三是体现在
明确提出了重点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指出了使用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工具进行控污的思
路。四是体现在有关法律责任和惩罚措施等规定更加全面和严格。
“法律责任”一章由《大气
办法》的 10 条增加至 40 条，提高了对违法的处罚力度和标准。除此之外，
《大气条例》在内容
上更为显著的变化是，提高了对公众参与工作的重视和推进力度。
《大气条例》在内容上将“政

府主导、全民参与”作为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原则。单独设置了“共同防治”章节，该章
节共 35 条，是除“法律责任”外篇幅最大的一章，旨在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法人、公民共同参

与、共同负责的公共治理体系。在具体细则方面，
《大气条例》明确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社会监
督权，并赋予其行使该权利的合理途径。明确指出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政府公
开大气环境质量、突发大气环境事件等信息，
有权举报污染大气环境的违法行为等。
总之，本文通过比较公众对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关注程度，以及比较《大气办法》与《大气
条例》在颁布背景和实施环境、具体内容与实施细则等方面的区别，得到《大气条例》取得显著
实施效果的诸条原因。总结来看，公众诉求与公众参与可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之一。在
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和公众环保意识提升的背景下，公众环境诉求不断增加、环境关注程度上
升，这给政府“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压力，形成一种非正式的环境约束机制。公众环境参与
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两极缺陷，形成环境治理的第三种力量，并对政府“自上而下”实
施的正式规制政策形成有效的监管和助推力量，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来说，具有
重要意义。
《大气条例》中有关“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内容，可作为其他环境法规政策在制定
时的重要参考。

五、结论
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薄弱的缺陷，
“照搬”而来的正式环境规制政策并非全都能
取得良好的污染物控制效果。为了比较政策实施效果，并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本
文以北京市为例，在梳理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环境问题和相关环境法规体系后，利用
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了主要地方性环境法规对相关污染物控制的效果。研究结果发现，北
京市《大气条例》的实施相对《水条例》和《大气办法》而言，取得了较显著的污染物控制效果。
本文认为造成《大气条例》实施效果显著的重要原因在于公众对大气污染问题的高度关注，以
及该项法规对公众参与工作的重视与推进。进而，本文认为我国环境法规和相关政策在制定
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利用公众压力形成环境治理的非正式约束，监督
政府政策执行，并为政策实施提供良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
当然，公众参与对政策实施效果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如何，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
和经验依据；同时，为了其他地区充分借鉴北京市大气污染的治理经验，
《大气条例》的制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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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执行细节，也需要更加具体而全面的分析。这些都可以作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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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Local
Environmental Laws
Shi Yadong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explore a suitable model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scientif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On the basis of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maj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enviro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Beijing, and by using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

ine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n restraining the discharge of related pollutants of the three local enviro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lready implemented in Beijing, namely the Measures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for Implementing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Regulations of Bei⁃
jing Municipality on Atmospheric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Regulations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on Wa⁃
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ly the Regulations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on Atmo⁃

spheric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fter comparing the implementation
background and specific content of various regulations, it is believed that public concer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significant emission abatement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laws. This analysis and conclu⁃

sion provide basis and inspir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formal environ⁃
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law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Implementation Effect;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Public Partici⁃
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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