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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批先建”超两年 不再处罚？
建好两年后才发现的 不再进行行政处罚 对关联环境违法行为仍要罚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关
于加强“未批先建”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 评 价 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 通 知 要
求，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对“未批先建”建设项目
进行拉网式排查并依法予以处罚。
通知指出，通过依法查处“未批
先建”违法行为，依法受理和审查“未
批先建”建设项目环评手续，将所有
建设项目依法纳入环境管理，为实现
排污许可证“核发一个行业，清理一
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提供保障。
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环境管理
干部学院环境法教授曹晓凡和苏州
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冯嘉。

“未批先建”行为模式：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未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24
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重
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擅
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等。

曹晓凡
两年未发现罚不罚？
理论、实务均存争议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环境法
教授曹晓凡表示， 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改革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放管
服”要求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在深
化改革的同时， 一些地方观念转变
不到位， 仍然存在“重审批、 轻监
管”“重事前、轻事中事后”现象。
近年来， 结合去产能政策和强
化督查行动， 清理处罚了一大批未
批先建项目。 但是，已建成并已投产
或使用且未有环保审批手续 (未批
先投)的违法建设项目仍大量存在。
如果该建设项目属于两年前就已经
建设完成的， 环保部门应不应再立
案查处其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
行为？
对这个问题， 在理论界和实务
界，均存在争议。 导致各地在建设项
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
追溯期限以及后续办理环境影响评价
手续等方面的执法不完全统一。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环
境法教授曹晓凡

冯嘉
“不处罚”是依法行政
原因是维护行管秩序

关联违法行为仍要罚
为加强“
未批先建”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工作， 环境保护部就有
关法律法规的适用问题提出 《关于建
设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法律适用
问题的意见》，关于
“未批先建”违法行

为的行政处罚追溯期限， 该意见指
出：“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追溯期限应当自建设行为终了之日
起计算。
因此，
“
未批先建” 违法行为自建
设行为终了之日起二年内未被发现
的，环保部门应当遵守《行政处罚法》
第 29 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
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当然， 对于违法行为连续和继续
状态的理解， 尤其是对继续状态的理
解，学界也存有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行为人的行为一
旦实施完毕， 不管该行为是否导致违
法状态存在，仅从行为本身出发，已完
成，便不属于继续状态。另一种观点认
为，行为人的行为虽已实施完毕，但该
行为导致的违法事实始终存在， 应属
于继续状态。
2 月 27 日上午， 环境保护部举
行 2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 面对公众疑
问，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司长、新
闻发言人作出回应称，对未批先建项
目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即使未批先建
违法行为两年内未被发现，对其关联
的无证排放、超标排放、未履行“三同
时” 制度等环境违法行为严惩不贷，
决不纵容。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
授冯嘉

长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机动车专场拍卖公告
我公司接受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委托， 将对一部奔驰轿车
（不包含相应小客车配置指标）进行公开拍卖。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拍卖时间：2018 年 3 月 22 日 14:00
拍卖地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9 号中铁十九局大厦
19 楼会议室。
预展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8 年 3 月 21 日 10:00-16:00，3
月 22 日 10:00-12:00
预展及办理手续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9 号
竞买保证金：叁万元。
竞买人须在 2018 年 3 月 22 日 12：00 之前将保证金汇入指定账
户 （开户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阜成支行， 账号：
91110154800002196，户名：长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到账时间
为准，并持缴款凭证及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办理竞买手续。
买受人须在 2018 年 3 月 30 日之前办理完过户、外迁等手续。
咨询电话：010-64415688 转 828 王先生
乌先生
13501375816
广告

对于“
未批先建” 的最新处罚规
定，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冯嘉
认为，环境保护部作出该规定符合《行
政处罚法》 的要求， 是依法行政的体
现。 之所以不对超过二年未发现的违
法行为实施处罚， 其主要原因是维护
行政管理秩序的稳定， 防止对过于久
远案件的处罚而破坏业已形成的新的
社会秩序。
此外， 处罚时效的规定还有利于
促进执法机关在法定期间内做出处罚
决定，提高管理效益。目前我国基层环
保执法部门的执法能力还十分不足，
执法人员和装备配备与执法需求相比
还不完全匹配。
面对各地目前仍然存在的大量
“散乱污”企业，基层环保执法力量仍
然显得过于薄弱， 难免存在“
未批先
建” 行为已过二年但仍然没有被环保
执法部门发现的案件。 因此对于超过
二年未被发现的
“未批先建”违法行为
不予实施处罚，不仅是遵从《行政处罚
法》关于处罚时效制度的规定，也是考
虑我国目前环境执法能力现状而做出
的规定。
在讨论中， 也有一些执法者提出
如果环保部门的执法人员故意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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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行为终了之日起二年内不去
查处建设单位的“未批先建” 违法行
为， 是不是意味着这其中存在较大的
法律漏洞， 给了违法企业和失职懒政
执法人员以可趁之机？对此，冯嘉认为
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确有存在的可能
性。但从严格适用法律的角度来讲，这
种情形一旦查证属实，不应属于
“违法
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情形。
所谓“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
现”，是指对于“未批先建”违法行为，
环保部门在建设行为终了之日起二年
内确实未发现该违法行为的存在。 如
环保部门在二年期间内未接到任何就
该项目的群众举报线索， 通过日常监
督管理， 环保部门也未发现该违法项
目存在的线索等。 如果环保部门的执
法人员已经知悉违法行为的存在而故
意不去查处的， 显然不属于法律所规
定的“未发现”违法行为。 因而在一些
案件中如有上述类似情况出现的，仍
应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违
法单位实施处罚。除此之外，还应当严
厉追究对此负有责任的环保执法人员
的法律责任。

不罚并非“放任不管”
《行政处罚法》关于处罚时效的规
定仅能适用于行政处罚行为。 而根据
《环境保护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的
规定，对于“未批先建”违法行为，除了
应当实施罚款等行政处罚外， 环保部
门还可以责令其恢复原状。
对于超过处罚时效的“未批先建”
违法建设项目， 除了不得对其作出处
罚决定之外， 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都
应当贯彻执行， 不得以超过处罚时效
为由而放任不管。
另外，冯嘉也认为，不处罚仅是针
对“未批先建”违法行为而言的，对于
与“未批先建” 相关联的其他违法行
为，如果未超过处罚时效的，则应当依
法处罚。 环保部门应当依法行使职权
积极督促建设单位改正违法行为，并
对建设单位存在的其他环保违法行为
实施处罚。
建设单位
“
未批先建”的目的不在
于违法建设， 而是违法建设之后的违
法生产。 建设项目未经过环境影响评
价， 其不可能经过环保设施验收的程
序，因而“未批先建”之后必然存在的
违法行为是“
未验先投”。 由于建设单
位从项目初始阶段不重视遵守环保法
律法规， 所以在生产环节其污染物排
放多半也不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
染物排放标准， 存在超标排放污染物
的可能性。缺乏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
建设单位也不可能依法获得排污许可
证，因此排放大气或水污染物的
“未批
先建” 单位在生产环节也必然会违反
法律关于排污许可制度的规定。
这些违法行为都是与“未批先建”
相关联的违法行为，“未批先建” 违法
行为的处罚时效自建设行为终了之日
起计算二年， 而以上这些关联违法行
为的处罚时效则不受“
未批先建”处罚
时效的影响。
因此，对于超过处罚时效的“未
批先建”违法行为，环保部门虽不能
对其实施处罚，但仍应当依法对上述
关联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且应当对上
述并存的若干关联环保违法行为合
并处罚。
文 / 记者 张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