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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如何影响国家环境审计制度的选择

霍晓星 1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环境审计制度是环境审计有效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寻租理论下，制度的选择

是从现有制度缺陷引发租金生产，到根据寻租结果进行制度完善的过程。本文在国家审计范

畴内，从制度的供需角度出发，整合了环境审计制度的寻租活动；结合制度变迁论，研究了

寻租如何影响了环境审计制度的选择，并总结环境审计制度的影响因素，为环境审计制度的

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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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八大以来，资源环境成为我国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议题。环境审计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体系

的一种监督手段，在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国际范围内对于环境审

计的探讨开始于 20 世纪末，世界审计组织大会曾多次将环境审计研究纳入大会议题：世界审计组

织第二十届大会（2010）提出协调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对于国家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其中环

境审计中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监督报告必不可少；世界审计组织第二十一届大会（2013）多次强

调审计对“气候变化”的应对作用；第二十二届大会（2016）进一步探讨审计该如何服务于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的议程目标。基于此，环境审计制度作为规范、激励、约束环境审计开展的

行为规则，其发展和变迁同样影响着环境保护工作。

经济学角度下，租金和寻租是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前提条件，制度的设置决定着租的性质，并

进一步改变政治经济框架下的寻租活动；同时寻租产生的结果反过来作用于制度的选择，影响着

制度的完善和变迁 [1]。目前，在可持续发展受到国际社会大力倡导的背景下，纵观环境审计的历

史沿革，环境审计制度在不断发展，但不同国家对环境审计制度的选择仍存在差异，本文针对此

问题，在国家审计范畴内，运用寻租理论，探讨环境审计制度中存在的寻租活动，结合制度变迁

的有关理论分析寻租如何影响环境审计制度的选择，并根据当前我国环境审计制度现状总结环境

审计制度影响因素并提出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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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审计制度概述

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制度经济学下，柯武刚提出制度的存在是“抑制可能出现的、机

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制度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

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寻租理论下，制度是寻租模式中的重要变量，一方面制度的缺陷会

导致资源的浪费，产生坏租并抑制政治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对租金

的合理创造和分配能够产生生产性寻租活动并取得一定的政治经济成就，因此制度也是“创造什

么样的好租或者坏租的一种系统化过程”[1]。

新制度经济学下，制度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存在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转变的动态过程，

其均衡状态的选择是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审计制度的构建中，制度需求者

从社会净效益出发，针对环境问题“自下向上”地提出改革建议；制度供给者从个别净效益出发，

根据自身利益函数“自上而下”地构建最符合个人利益的制度结构。在国家审计的范畴内，政府

作为仲裁者协调不同制度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出更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制度改革方案，环境

审计人员在其中既要针对环境领域内的经济活动提出审计建议，又要对政府的客观公正性进行监

督。因此分析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关要素有助于理解环境审计制度的影响因素。

（一）环境审计的制度需求

环境审计的制度需求是环境审计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一方面受环境审计产生的动因影响，主

要指有关环境的审计需求所引起的制度需求；另一方面受环境审计开展过程影响，主要指审计作

用机制、审计作用路径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引起的制度需求。

1. 环境审计产生动因引起的制度需求

审计需求是明确环境审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寻租视角下，环境的审计需求符合代理理论的

相关内容。代理理论指出，审计可以缓解由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抑制机会主

义行为。制度需求在审计需求的基础上，涉及到三个不同主体的需求：

首先从国家角度来看，国家有权力和义务对环境治理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这是

因为，从涉及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论理解，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式关系，国家治理则是

国家作为代理人，通过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对国家及社会有关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 [2]。在此过程中，

国家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公民利益，环境作为公民和社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保护和改善工作

与公民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国家有义务开展环保工作，而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同样需

要开展环境审计工作。

其次从环境治理有关部门来看，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条件。第一，环

境领域中成本—收益的特点为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提供利益动机，指环境领域存在如下问题：环

境开发过程存在收益的独享性和外部成本的可转移性，而环境保护过程存在成本的内部化和收益

的外部转移问题；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导致政府机关缺乏环境保护开展的内在激励因素，因此审

计机关需要对政府审计机关的“自净”活动进行监督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3]。第二，委托—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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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为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提供实施基础，即环境责任、环境责任的受托方和环境责任的委托方

三方关联关系中，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会导致权力寻租、舞弊行为等现象产生，因此有

必要对政府机关中的环保部门实施独立的监督活动。

最后从社会公众的角度看，环境审计产生于社会对环境问题的问责需求。由于环境具有的公

共产权性质和外部性，使得公民对待环境污染治理存在“搭便车”心理，因此公民对于资源环境

存在的污染问题及环境机会主义行为具有容忍度。当公民环保意识、环境污染程度、机会主义行

为共同作用形成的环境问题超过公民容忍度时，社会产生对环境污染及环境公共产权委托管理的

问责需求。因此需要一个能够掌握环境领域全面信息、具有权威性和处理处罚能力、独立进行监

督的综合经济活动 [4]，即环境审计。环境审计的根本目标是保证和促进环境受托责任全面有效地

履行 [5]。

2. 环境审计开展引起的制度需求

环境审计的开展包括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审计发挥作用依据的作用机制和作用路径等必需

要素。环境审计在抑制环境机会主义行为的同时，其开展过程同样存在代理问题，因此，寻租视

角下，环境审计的开展过程中存在以下几种风险：（1）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对象的串谋勾结；（2）

审计人员利用信息优势进行设租；（3）被审计对象寻求利益保护进行寻租。所以需要构建环境审

计制度对审计主体、审计客体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二）环境审计的制度供给

基于本文对于制度的相关分析，环境审计制度可以理解为人为制定的、用以规制环境领域中

存在的及审计师开展审计过程中存在的寻租活动的行为规则的总和。环境审计制度的具体内容不

是简单的环境制度与审计制度的交合，它涉及到环境审计体制、环境审计法律法规、环境审计职

责权限、环境审计人员管理、环境审计运行机制等方面要求。

国家审计下，制度供给主体以中央及地方政府为主，企业、公民等其他形式的组织为辅。自

1995 年最高审计组织于《开罗宣言》中倡导将环境问题纳入审计职责范围以来，各国也纷纷开展

了环境审计制度的构建。目前，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环境审计制度较为完善。以加拿大为例，

其环境审计制度主要包括 [6]：（1）专门的环境审计机构，即审计总长公署下增设的联邦环境和可

持续发展专员（CESD）；（2）完善的环境运行制度，包括环境审计步骤、评价标准、审计报告使用、

结果跟踪、监督等内容；（3）全面的环境保障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环境法律、审计法律、环境

审计准则和指南、环境审计人员管理制度等。

我国的环境审计制度形成较晚，主要在审计制度基础上进行拓展完善：

1. 环境法律、环境政策，规定了环境的开发、利用、保护、治理的有关内容。

2. 审计法律、审计行为准则，规定了审计的运行体系和保障制度。如《审计法》、《国家审计准则》

等有关环境审计中审计体制、审计职责权限、审计人员管理、审计运行机制的具体内容。

3. 其他有关环境审计的文件和指南，对环境审计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如十八大以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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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颁发的《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党政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等。

不少学者在总结学习国外环境审计制度的基础上，比较国内外环境审计制度的差异，提出我

国环境审计制度供给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组成部分中存在以下缺陷 [7][8]：

1. 正式制度中，法律体系不完善、制度结构不合理、监督目标不明确；

2. 非正式制度中，缺乏“柔性”环境执法、未形成环境审计文化、环境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

力和责任观存在偏颇；

3. 实施机制中，委托—代理结构不健全、未形成多元环境审计格局、忽视审计人才培养。

除此之外，纵观我国环境审计发展的不同阶段，环境审计制度的发展存在包含政治、经济、

科技、文化的大背景。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实施环境审计的环境保护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

信息化程度等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 [9]。因此，有必要针对当前环境审计制度问题，改革其大背景，

综合其影响因素，完善健全环境审计制度供给。

三、环境审计制度中的寻租活动

制度环境下的寻租活动是一种系统化过程。环境审计制度中的寻租活动包括租金生产模式、

外部作用因素和租金生产结果三部分，如图 1。因此，寻租活动可以分为两个环节 [1]：第一个环节

是租金的生产链，它包括环境审计制度因素作用于租金创造、分配、寻求各步骤的过程，同时进

一步影响租金的生产模式；第二个环节是寻租产生的两方面结果，并反过来影响制度的选择和变迁。

（一）环境审计制度下的租金生产链

租金生产链包括环境审计制度因素、租金生产模式及其作用过程。环境审计制度因素及相关

作用已在前文进行分析，而租金的生产模式主要由租金的创造、分配、再分配、寻求、使用等各

个环节决定。

首先，寻租活动的各参与主体及其之间的利益关系如图 2 所示：

环境审计制度因素：

 环境特性

 制度需求

 制度供给

租金的创造：

 租金的类型

 产生原因

 创租方式

租金的分配、寻求：

 参与主体

 寻租方式

租金生产的结果：

 积极方面

 消极方面

租金生产模式

图 1 环境审计制度中的寻租活动

霍晓星 : 寻租如何影响国家环境审计制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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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寻租活动各参与主体及利益关系

经济学角度下，各参与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均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不同主体之间

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形成多条寻租链：

1. 中央环境机关部门与地方环境机关部门之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之中，中

央政府的职责是政策的制定，地方政府的职责是政策的实施 [10]。中央环境机关部门综合考虑环境

污染对社会和公众造成的负向影响，从社会总效益最大化出发制定环境政策；而地方环境机关作

为政策的实施方，一方面获取中央制定的环境政策中规定的环境惩治和监管措施，另一方面要综

合考虑政策实施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再开展相应行动。在有关政策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环境

机关部门具有信息优势，从而在产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并进行寻租。

2. 排污企业与第三方企业之间。环境污染治理中的第三方治理指，排污企业与第三方企业签

订相关协议，将污染治理工作委托给第三方企业进行并支付一定交易费用，从而二者形成利益及

风险的共同体关系。这之中，二者对彼此有关环境的经济活动进行互相监管，排污企业监管第三

方企业是否按照协议要求进行污染物处理，第三方企业监管排污企业是否按照政府有关规定进行

污染物排放，因此，在共同体命运下，二者可能进行合谋寻租 [11]。

3. 地方环境机关部门与企业之间。地方环境机关部门拥有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管和惩治权

力，因此部分环保部门可能利用权力设立租金，诱导企业进行寻租。同时，排污企业和第三方企

业均具有寻租动机，排污企业向政府寻租获取经济利益的保护伞，第三方企业作为命运共同体为

了逃避监管责任也会寻求政府保证 [11]。何文剑等（2016）在关于森林采伐管理制度的研究中发现，

当环境管理制度中环境管制过强时，会导致企业的寻租成本低于治理成本，因此在成本—收益分

析下，企业选择进行寻租。政府环境机关部门中的官员也会为了获取利益进行权力寻租，造成环

境监管失灵、环境法律实施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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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审计人员与政府环保部门、企业之间。审计制度规定，审计机关具有一定的处理处罚

权。环境审计过程中，公民委托审计机关及人员针对政府有关环境的经济活动及政府环境受托责

任进行审计监督。因此相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审计人员具有信息优势。当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环

境有关问题时，审计人员可能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处理处罚权威胁被审计部门或企业交纳租金、

获取利益。或者被审计部门或企业为获取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动向审计人员进行寻租。

这两种情况最终都会导致审计监督失效，造成环境损失和经济损失。

通过上述有关寻租链的分析，结合环境审计制度中的租金来源，得到如表 1 所示的寻租模式。

表 1 环境审计制度中的寻租模式

租金来源
创租的手段 寻租的手段 寻租的手段

政府层面 企业层面 政府层面 企业层面 政府层面 企业层面

人为创造
准入限制

权力垄断

政府特许

卡特尔

政治诱导

私下交易

商业俘获

私下交易

财政资金

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

价格体系

自然产生
/ / 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供求不平衡

（二）环境审计制度的寻租结果

从本文对寻租模式和环境审计制度需求、制度供给的讨论中可以得出，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

国家之间寻租产生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结果存在差异。总的来说，寻租结果分为两种性质：一

种促进了经济发展，取得生产性结果。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自然资源租和学习租在

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寻租的经济后果不仅表现在经济的效率性问题，它“同

样影响企业行为、产业结构等非效率性问题”，客观上对经济形成正向作用。另一种是传统经济

理论中，寻租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抑制了经济进步。环境审计制度作为环境污染治理的制度性保

障之一，其寻租结果主要集中在后者。

吴菲和范晓觉（2002）研究认为，在政府进行产权重新分配和使用的过程中，部分部门或企

业为获取自然资源环境的“垄断权”进行寻租活动，导致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并阻碍经济的市

场化进程。张薇（2006）根据制度的历史沿革提出静态角度下，寻租导致社会资源非生产性地浪费，

动态角度下寻租抑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张奔和戴铁军（2010）在环境污染的经济

学分析中，指出环境领域的寻租活动会形成巨大的外部性成本，造成自然环境的严重损害。王珂

等（2010）在分析排污权有偿使用政策中的寻租博弈模型时提出，排污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可能导

致排污量超过环境规制中的预定数量，从而降低环境质量、造成公众利益受损。芦思姮和高庆波

（2016）以委内瑞拉为例，研究了资源依赖模式下国家面临的资源诅咒，一方面政府在环境资源

上配置能力的薄弱导致权力的不平衡，进一步引发权力寻租；同时价格信号作用的失灵创造了寻

租条件，最终导致国家陷入经济制度陷阱。

综合有关研究，环境审计制度的寻租结果有：

1. 环境有关产业结构和企业行为的变化。通过审计加强环境管制，加大寻租者的寻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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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影响环境有关产业的结构设置和企业对于经济行为的选择。

2. 经济发展的受阻。寻租形成的社会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相较于非效率性经济问题的改

变，更大程度上对经济发展形成消极影响。

3. 延缓技术、环境意识等领域的进步。制度行为人对于寻租的过度关注会导致企业对环境治

理技术改进的忽视，社会集中于眼前利益而形成环境短视行为。 

四、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完善建议

（一）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

根据本文在寻租理论下对于环境审计的制度需求、环境审计的制度供给、环境审计中的寻租

活动的分析，结合新制度经济学中对于制度变迁影响因素的研究，得到环境审计制度的影响因素，

分为以下几点：

1. 环境审计寻租活动中参与者的认知模式。认知模式是经济主体根据主观偏好对信息获取、

理解、处理的一种模式，它是“人们行为产生的基础”[19]。这种认知模式一部分来源于文化，包

括在历史沿革中形成的习俗、惯例、意识形态以及代际之间关于知识、价值观的传递 [20][22]；另一

部分来源于实践经验，具有“因时因地而异的特殊性”[21]，形成地方性现象。环境审计寻租系统

中参与者的认知模式影响人们对于环境的经济价值、寻租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衡量，从而影响“理

性经济人”在制度多样性下的选择。

2. 环境审计制度大背景中的社会因素。不同的文化信念、社会态度等社会因素会形成人们不

同的预期，在影响人们选择的同时，促使不同的机构、组织、制度产生。环境审计制度是建立在

涵盖政治、宗教、经济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基础之上，如不同的经济机构和它们之间信息传递、协

调机制会影响环境审计实施机制的作用路径。

3. 环境审计寻租活动中的博弈条件。制度的均衡还受多个经济主体之间博弈条件的影响。其

中一部分环境审计制度制度差异源于博弈初始条件的不同，包含生物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基因差异、

不同人之间学习程度的快慢之分、心理状态的区别等；另一部分源于博弈作用条件的改变，包含

环境审计寻租活动中创租寻租媒介的变化、科技进步形成的审计技术方法的变化等。

（二）环境审计制度的完善建议

1. 改善环境审计制度中各参与者的认知模式，加强环境审计制度中的“软约束”。对审计人员，

提高专业能力要求和职业道德水平，加强责任意识教育，重视审计人才培养；对环保部门人员，

重视培养“公仆”意识，推进环保部门更好地履行自身义务、维护公民利益；对公民，利用媒体

等手段加强环保观念意识宣传，提高社会普遍教育水平，增强公民的环保意识。各参与者共同形

成对于环境治理的多元监督，并重视环境审计文化在全社会的形成。

2. 完善环境审计制度的大背景，加强“硬约束”。首先，循着环境审计制度的寻租链发现当

前运行管理机制中的漏洞和缺陷；其次，根据现存问题弥补对应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不足，

如改善经济结构内信息传递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针对寻租动机设置监督机制和惩治机制，全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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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审计考核质量；最终，细化环境法律、审计法律中有关环境审计的具体内容，提高环境审计的

立法程度，实现健全环境审计运行管理体系的目标。

3. 适应环境审计活动中博弈条件的改变。一方面，关注我国及国际相关组织对于环境审计提

出的理论指导，根据理论指导和审计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完善环境审计实施

机制的构建；另一方面，在环境审计的实践中获取经验，不断发现寻租活动中创租寻租媒介的变化，

合理地将科技进步的成果运用到环境审计中来，顺应技术的变化，并据此及时完善环境审计制度

中相关领域的空白。

( 指导教师：王士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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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Rent-Seeking Affects the Choice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Audit Institution System

Huo Xiaoxing

（School of Government audit，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

Abstract:  Environmental auditing institution system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environmental auditing to play an 

effective role. Under the rent-seeking theory, the choice of institution is a process from the rent production caused by the 

defects of existing institution system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based on the rent-seeking results. Within the scope 

of national audit, this paper integrates rent-seeking activities of environmental audit institu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this system. And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how rent-seeking 

affects the choice of environmental audit institution system, summari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audit 

institution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audit institution system.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Demand; Institutional Supply; Rent-seeking; Environmental Audi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