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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秋山
(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河北

秦皇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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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地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分联邦和州两级, 联邦政府主管政策制定、
法规起草、
编制规
划等, 具体执法管理工作由州环保局负责。为了减少事务性工作, 强化环境保护行政管理和执
法, 成立了联邦环保局, 为制定联邦环保政策和环保执法提供专业支持, 履行环境监督职能。
完善的法规、
活跃的环保社团、
广泛的群众参与是奥地利环境保护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和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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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ustria
W AN Qiu- shan
( Envi ronment al M anagem ent Col lege of Chi na , Qinhuangdao H ebei 066004)
Abstract: T here are tw o administr at ive lev els of environment al prot ect io n in Aust ria, namely f ederal
and st ate. T he f ederal gov ernment is in charg e o f const itut ing of policies, draf t ing o ut stat utes, w orking o ut plans, et c. T he st at e EPB is in charge of execut ing enviro nm ent al law s. In order t o reduce the
businesslike t asks at f ederal level and t o conso lidate environment al adm inist rat ion and ex ecuting of
law s, the f ederal EPA w as established. Its key w o rk is t o prov ide t echnical suppo rt f or t he co nstit ut ing of f eder al law s and po licies, f or the execut ing of stat utes, and t o im plement the f unct ion of envi
r onment al supervision. Perf ect law syst em, act ive environment al NGOs, comprehensive mass part ici
pat io n in environmental pr ot ectio n ar e t he basis and g uarant ee w hy environmental prot ect ion in A ust ria st ands ver y high reputat ion in t he w 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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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达的环境保护软硬件技术, 公众有强烈的环境意

奥地利的环境保护工作世界闻名, 46. 2% 的

识和很高的环境保护自觉性。

森林覆盖率、
清澈见底的湖泊河流、
碧蓝的天空就
是很好的见证。2003 年发表的一份奥地利全国

2 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机构
奥地利农林环保水资源部主管环保事务, 部

湖泊水质调查报告表明, 全国所有湖泊 中仅有 3

内设两个主管环保的总司, 即环境政策司( 第 5 总

[ 1]

个湖的水质达不到饮用水的水质标准 。奥地利

司) 和环境技术与废物管理司( 第 6 总司) 。农林

的环境保护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 根本原因是建
立了完善的环境管理体制和环保法规体系, 有发

环保水资源部下还设联邦环保局, 为环保部提供
技术支持。此外, 各州政府设立环保局, 负责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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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范围的环保工作。
2. 1 联邦环保部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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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联邦农林环保水资源部环境行政管理
机构设置见下表。
奥地利农林环保水资源部环保司处设置及业务范围

Department settings and operation scope of Agroforestry Protec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Mi nistry in Austria
司设置

第 5 总 司- 环 境 政
策司

第 6 总 司- 环 境 技
术与固体废物管理

2. 2

处设置

业务范围

处设置

业务范围

一处

设备和设施环保问题

六处

核事务

二处

原材料的环保问题

七处

辐射控制

三处

生物产品安全问题

八处

欧盟环境事务

四处

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

九处

国际环境事务

五处

交通工具环境问题及噪声

十处

环境经济与能源

一处

企业废物法、焚烧处理及控制

四处

原材料环境问题、固废管理措施

二处

遗留性固废控制法

五处

企业环境保护与技术

三处

固废处理及遗留性固废清理

六处

固废的收集、利用, 包装管理

联邦环保局

204 人, 两个分局各为 15 人。

联邦环保局是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专业管理
机构, 为制定联邦环保政策和环保执法提供专业

2. 3

支持, 受农林环保部委托执法, 代表主管部长履行
环境监督职能。其基本职责有四项:

邦农林环保水资源部和环保局主要负责政策的制
定和掌握全国环保总体情况, 具体管理工作由各

# 从专业角 度起草拟 定环境政 策, 调查、收

州自己负责, 即由州政府首长负责。州政府下设

集、
整理奥地利全国环境状况数据;
# 环境监督
环保局是专业监督机构, 开展监测活动和有
关的研究工作, 提供环境监督报告, 这些报告由部
长每三年向国会呈交一次供审议;
# 环境执法

州环保局
奥地利环境保护工作完全是辖区管理[ 2] , 联

环保局, 下面以奥地利最大的下奥州为例说明州
环保局的体制。
下奥州环保局的职责: 在水质保护、饮用水、
大气质量保护、
辐射防护、噪声防护、
固体废物管
理和废水处理等方面开展监测、
监督等工作, 负责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场的建设和运行管理。目前共

环保局是大量环保法的参与执行机构, 主要
是从技术方面进行监测、
登记、
检查、调查、评价、

管辖 6 个填埋场、1 个分选设施、1 个垃圾场渗透
水净化设施、
4 个堆肥场、
10 个危险废物收集站、
2

审批、
提出建议、
制定规划等;

个垃圾转运站。

# 执行国际环境协议, 如履约、
合作研究和提
供援助等。

下设两个处: 固体废物管理处和监督处, 监督
处又分为 6 个室: 固体废物和废水 室、噪声防护

联邦环保局本部设在维也纳, 下设两个分局,

室、
大气质量保护室、
辐射防护室、饮用水室、
水质

分别是克拉根福特分局( 也称南区分局) 和萨尔茨
堡分局( 亦称西区分局) 。尽管环保局归属于农林

保护室。
大气质量保护室的职责:

环保水资源部, 但对外仍为部级单位, 局长由部长

# 对有害气体排放进行监测和监督

兼任。
局本部设三个司: 研究与咨询司、
分析监测司

# 对大气质量进行监测和评价
# 室内外工作场所的空气质量监测

和信息司, 共设 21 个处室, 主要的有: 人事处、培

# 遗留性污染场所的土壤和空气监测

训处、
综合处、废气气候保护和噪声控制处、
固体
废物处、
森林处、
生态处( 自然介质保护) 、
分析处

#编制 废 气污 染排 放与 空 气环 境状
况报告

( 分成三个部门) 、环境技术处、化学品处、
数据处

从下奥州的情况可以看出, 州环保局不仅负
责监督检查等执法工作, 还承担大量的各种环境

理与信息处、
水资源登记处、
陆地环境处( 土壤与
农业) 、
水域环境处、植物保护剂和特殊生物制剂

保护设施的管理工作, 如垃圾处理处置、
城市污水

处。分局主要有管理处、固体废物 处、化 学分析

处理等, 其中有些是完全由环保局自己管理, 有些

处、
技术处、
生态技术处等。局本部目前的编制为

是参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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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保护社团
社团在奥地利环境保护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法6, 1990 年颁布; 5植物保护剂法6, 1990 年颁布;
5臭氧法6, 1992 年颁布; 5环境促进法6, 1992 年颁

用, 很多社团是随着欧洲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和

布; 5环境信息法6, 1993 年颁布; 5环境协调监督

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可分三类:
# 热心环保的团体, 如/ 地球 20000、
/ 我们的

法6, 1993 年颁布; 5企业条例6, 1994 年颁布( 关于
设备安装 中的环 境保 护规定 ) ; 5基 因工 程法6,

家园0、
/ 可持续发展0等;

1994 年颁布; 5植物保护法6, 1995 年颁布。

# 环境保护专业协会, 如环境管理协会、水处

4. 3

对欧盟环境政策的影响

理工业技术协会、
建材循环利用协会、
气候保护联
盟等;

奥地利加入欧盟后, 在环境管理方面不断表
现出本国的独特性, 力图形成一个使欧盟标准向

# 具有地域或特定资源管理性质的组织。这

其国家标准看齐的局面, 目的是获得国际社会对

类组织是历史上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
代表特定地域成员的利益, 在奥地利社会和政治

其环境政策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和肯定, 扩大
奥地利在环境领域的对外影响, 有利于本国外向

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 有时还受政府委托参与有

型经济的发展。由于奥地利环境标准比欧盟更严

关的管理工作。他们并不专门关注环保事务, 但

格, 在生物基因技术、
核政策、交通污染等方面有

对其区域内的环保问题具有很大的发言权, 湖泊
和河段的管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一般在这些

独特的政策和法规, 对欧盟加强环境立法及有关
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些环境标准已被纳入

地区进行开发建设时, 必须经这些区域组织同意。

欧盟标准。

行业协会和区域组织都有协助政府拟定法规
条例的资格。

5 环保产业与环保技术
奥地利注重环保技术的研发, 环保产业已发

4 环保法规体系

展成为国 民 经 济 中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奥 地 利

奥地利在环境保护领域取得巨大成功, 与其

1995 年进行了一次环保产业调查, 当年环保产业

重视环境法规建设有很大关系, 其环境立法工作
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环境质量的改善和本国的经济

总产值已达 520 亿先令( 约为 43 亿美元) , 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 2. 3% , 人均环保产业产值 430 欧元,

发展, 而且对欧盟环境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欧盟国家中仅低于荷兰, 居第二位。环保产品

4. 1

立法原则与政策

和技术的出口额达 100 亿先令, 在国际环保市场

奥地利环境保护政策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
从生态系统及大环境的角度管理环境, 污染防治

上占有的份额为 2. 2 % , 远远超出了其它工业产
品所占的份额。在环保产业中水处理占 42% , 垃

以预防为主。基本政策有预防为主、
污染者负担、

圾处理占 29% , 废气净化占 19% 。奥地利有环保

公众参与、
生产者全面负责产品生命周期的环保
责任、
生态税等等, 此外还特别重视国际合作。所

企业 250 多家, 从业人数达 28000 人, 发展较快。
环保产业研发投入占营业额的 6. 7% , 大大高于

有这些都通过制定国家环境计划予以落实。

整个工业界 的平均水平( 3. 1% ) , 其研发成果的

4. 2

主要环境法规

宪法中有专门环境保护条款, 和环保有关的
法规共有 20 余项:

60% 转化为专利或技术许可证, 而整个工业界相
应的转化率是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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