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环境对于人和生物的生存、国家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的发展，对于全人类都

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了提高各级政府、各国家机关、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人民武装部队和全体人

民的国家管理职能、责任，保护人民健康、保障人类生存权、为祖国的长期发展

服务，为保护区域环境和全球环境作贡献。 

根据 l992 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九条和第八十四条。 

本法对环境保护作出规定。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环境包括各种自然要素与人道关系密切相关的物质要素，人的周围能影响到人们

的生活、生产、存在、人的发展的因素和天然因素。 

本法规定的环境保护包括维护完整、清洁的环境活动，改善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阻止、克服由人类的活动或天然引起的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后果，合理开发、使用、

节约天然资源。 

  

第二条 

本法术语含义解释如下： 



1．环境成份：是构成环境的各种要求。 

包括：空气、水、士地、声音、光线、地下、山川、森林、河流、湖泊、海洋、

生物、各生态体学、各居民区、生产区、自然保护区、自然景观，名胜古迹及其

他物质形态。 

2．汰质：产生于生活、生产过程或其他活动中的废弃物，可是固态也可以是液

态、气态或其他形态。 

3．引起污染物：是给环境带来危害的因素。 

4．环境污染：使环境改变；违反环保标准。 

5．环境衰退：环境成份的质量和数量发生改变，给自然和人类生活带来不利影

响。 

6．环境事故：由自然或人类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灾难，造成严重的使环境衰退，

环境事故发生的原因有： 

(1)台风、山洪、水灾、干旱、地震、塌方、地陷、火山、酸雨、陨石、气候变

化及其他自然灾害。 

(2)火灾、森林火灾、生产、经营、经济工程、科学技术、文化、礼会、国际安

全等活动中给环境带来危害的技术事故。 

(3)寻找、勘探、开发和运输、矿产、油气中的事故、井下倒塌、井喷、油气溢

出、油气管道毁损、船只沉没、炼油工业事故、其他工业事故。 

(4)核反应堆、核电、核燃料、核废料、放射物等引起的事故。 

7．环境标准。是指规定的指标、尺度、界限等作为环境管理的根据。 

8．清洁工艺：是指最大限度的减少污染的工艺规程和技术办法。 

9．生态学：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彼此相关连的相互依存的生物群体系统。 

10．多种生物学：关于生物起源、物种、生物与自下而上的科学。 

11．环境评价：是为促进环境保护在关于生产、经营基础、经济工程、科学技术、

医药、文化、社会国防安全和其他工程等问题的预案、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对环境

的影响进行的分析、评价、预报的过程。 

  

第三条 



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对环境保护进行统一管理。建立环境保护规划，建立从中央到

地方的环境保护体系。 

国家制定投资政策，鼓励国内外组织以多种形式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对环境保护事

业进行投资，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 

  

第四条 

国家有责任在环境保护方面组织实施教育、培训、科研的工作，普及环境保护方

面的科技知识和法律。 

单位、个人有责任参加本条所述的各项活动。 

  

第五条 

国家保护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国家利益。 

越南扩大与世界各国及外国组织、个人在环境保护领域内的合作关系。 

  

第六条 

保护环境是全民的事业、组织、个人有责任保护环境、执行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

对于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行为，有权、有责任发现并控告。 

在越南活动的外国组织、个人必须遵守环境保护法。 

  

第七条 

在有必要在生产经营中使用环境成份时必须缴纳环境保护费。 

本条所规定的环境保护费用的缴纳标准、方式等由政府规定。 

由于自己的活动给环境造成损害的组织、个人必须依法进行赔偿。 



  

第八条 

国会、地方人民议会，越南祖国阵线委员会及其在地方的成员组织有责任检查环

境保护法的实施。 

中央政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责任组织实施环境保护法。 

  

第九条 

严禁一切造成环境衰退、环境污染、环境事故的行为。 

  

第二章 防止环境衰退、环境污染、环境事故 

  

第十条 

各国家机关在各自的职能、任务范围内有责任组织对环境现状的调查、研究和评

价，定期向国会报告环境情况。确定环境污染区并向人民通报，制定防止环境衰

退、环境污染、环境事故的计划。 

组织、个人有责任防止环境衰退、环境污染、环境事故。 

  

第十一条 

国家对合理开发使用环境成份、运用先进技术、清洁工艺对汰质进行利用、节约

原料，在科研、生产和消费中使用再生能源、生物制品组织和个人给予鼓励并为

其创造条件。 

  

第十二条 



组织、个人有责任保护各种物种、野生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海

洋及各种生态体系。 

开发生物资源必须按一定的季节时令和规定的地点、方法、工具设备进行，以保

证生物种类的密度的恢复，使生态平衡不被破坏。 

森林的开发必须按照森林保护法的规定和开发规划进行，国家制定计划并组织单

位、个人进行林木种植，以扩大森林面积，以保护水源。 

  

第十三条 

开发、使用自然保护区，天然景观必须有关部门的管理机关、国家环境保护机关

的批准，并向受权管理上述自然保护区、天然景观的地方人民议会登记。 

  

第十四条 

农业土地、林业土地、畜牧、水产及养殖所用土地的开发必须遵循土地使用规划

和土地改造计划，以保护生态平衡，使用化学物品、化肥、植物保护药品及其他

生化制品必须遵守法律规定。 

在生产经营、工程建设中必须采取各种措施限制、防止水土流失、倒塌、陷落、

土地碱化、盐化、酸化、石风化、泥泞化、沙漠化。 

  

第十五条 

组织、个人必须遵守保护水源、洪水系统、排水系统、绿化系统、卫生设施、执

行都市、农村、居民区、旅游区、生产区的公共卫生规定。 

  

第十六条 

组织、个人在生产、经营和其他活动中必须采取保护环境卫生的办法，必须有处

理汰质(废物)的技术设备，保障环境标准，防止环境衰退、环境污染、环境事故。 

政府规定环境标准的名目、逐级颁布，并检查实施。 



  

第十七条 

本法颁布前已开展活动的经济、科学、技术、医药、文化、社会、国防安全的基

层组织、个人，必须将本基层的环境情况作出评价报告以便国家环境保护管理机

关审定。 

在不能保证环境标准时，组织、个人必须根据国家环境保护管理机关的规定在一

定的时间内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超过规定的时间及其采取的措施未能达到要求时，

环境保护机关得向上级环境保护机关报告以决定停止共活动或采取其他有效措

施。 

  

第十八条 

组织、个人在建设、改造生产区、居民区、经济工程、科学技术工程、医疗卫生

设施、文化社会设施、国防安全设施时，外国投资者或联营者及其他社会经济发

展投资预案业主必须建立环境情况评价报告呈国家环境保护管理机关审定。 

环境情况评价报告的审定结果是有管辖权的机关作为是否批准实施预案的根据

之一。 

政府规定建立、审定环境情况评价报告的细则，对于本条和第十七条所述的国防

安全特别设施则另行规定。 

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投资预案由国会审阅、决定。这类投资预案的名目由国会常

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九条 

工艺技术、机械设备、生化制品有毒物质、放射物质、各类动植物、微生物等与

环境保护有关的进出口事项须经国家有关管理机关和环境保护管理机关批准。 

政府规定本条所述各领域、各类事项的名目。 

  

第二十条 



组织个人在寻找、勘探、开发、运输、加工贮存各类矿产及制品，包括地下水的

使用必须符合技术标准，采取环保措施，保障环境标准。 

  

第二十一条 

组织、个人在寻找、勘探、开发、运输、加工、贮存 

油、气时必须符合技术要求，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制定方案防止渗漏事故及火灾

事故、装备各种设施以便能够及时处理事故。 

在寻找、勘探、开发和加工油、气过程中使用有毒化学物质必须有技术证书，并

接受国家环保管理机关的检查。 

  

第二十二条 

拥有水上、空中、公路、铁路等方面的交通工具的组 

织、个人必须遵守环保标准并接受有关管理机关和环保管机关定期环保检查。 

已经规定的不能保证环保标准的交通工具不得使用。 

  

第二十三条 

生产、运输、买卖、使用、贮藏或销毁有毒物质、易燃物质、易爆物质必须遵守

保护人、生物安全的规定，不得引起环境衰退、环境污染、环境事故。 

政府规定本条所述各类有毒物质、易燃易爆物质的名目。 

  

第二十四条 

核工业、核反应堆、核研究设施工厂的地址选定、设 

计、建设、运行，放射物质、放射物废料的生产、运输、使用、贮存必须遵守有

关核子辐射的安全法律规定和环保管理机关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使用电子辐射、核辐射及其他有害辐射的机械、设备的组织、个人必须遵守有关

辐射安全的法律，并经常进行检查和环境评估，同时定期向环保管理机关报告。 

  

第二十六条 

垃圾、环境污染物的集中点、贮运场地、处理场地的各种活动及运输活动必须遵

守环保管理机关和地方政府的规定。 

对于有害的、引起疾病、易燃易爆、废水、垃圾和不能销毁的废物必须采取措施

进行处理。国家环境管理机关规定本条所述废水、堆放的名目及监察处理过程。 

  

第二十七条 

安葬、停灵、墓藏、埋葬、火葬、尸骨转移必须采用先进办法并遵守人民健康保

护法的规定以保障环境卫生。 

各级政府必须规划墓地、火葬并引导人民废除落后习俗。 

墓地、火葬地必须远离居民区和水源。 

  

第二十八条 

组织、个人在各自的活动中不得引起震动度超过健康允许的限度的给附近居民的

健康造成损害或给附近居民的生活造成不利影响的噪音。 

各级人民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减少医院、学校、公寓、居民住宅等处的噪音。 

政府规定限制直至禁止生产烟花、炮竹的办法。 

  

第二十九条 



严禁以下行为： 

1．烧毁森林、乱开发矿产、破坏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 

2．排放烟雾、粉尘、毒气、臭气造成空气污染的行为，使用辐射、放射超过环

境标准、允许范围的行为。 

3．排放油污、有毒化学物质、放射物质，超过标准的行为，抛弃其综废物、动

物尸体、腐烂植物、细菌、超细菌污染水源引起毒害和疫病的行为。 

4 埋放土中的有毒物质超过标准的行为。 

5．开发、经营政府规定的稀少动植物名目中各类珍贵动、植物的行为。 

6．进口不符合环境标准的技术、设备的行为，进口、出口废料的行为。 

7．在开发、捕猎、寻获动植物的活动中使用毁灭性方法、设施、工具物行为。 

  

第三章 克服环境衰退、环境污染、环境事故 

  

第三十条 

组织、个人在生产、经营和其他活动中造成环境衰退、环境污染、引起环境事故

时必须按照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家环保管理机关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并依法

赔偿损失。 

  

第三十一条 

组织、个人使用电子辐射、放射等其他射线超过标准或限度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克服处理造成的后果，并及时向行业管理机关和国家环保管理机关报告，同时向

地方人民政府报告以便解决。 

  

第三十二条 



环境事故的克服包括：排除引起事故的原因；抢救生命、财产；稳定人民生活并

提供帮助；维修恢复各工程设施，恢复生产；清洁环境卫生、防止疫病；调查统

计损失，跟踪环境变化；恢复事故区域环境。 

  

第三十三条 

发现环境事故苗头的人必须立即向地方人民政府最近的机关、组织、报告以便及

时处理。 

环境事故发生地的组织、个人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克服环境事故的漫延并立即向上

级管理机关、最近的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家环境保护管理机关报告。 

  

第三十四条 

环境事故发生地的地方人民政府主席有权紧急调动人力、物力、设施以进行克服。 

环境事故发生的范围在多个行政区内时，这些地方的政府主席应互相配合采取措

施克服。 

本级地方政府无力克服时，科学技术环境部部长与有关机关的首长互相配合采取

措施克服并向中央政府首长报告。 

  

第三十五条 

环境事故特别严重时，政府总理决定采取各种紧急处理措施。 

当严重的环境事故被克服后，政府总理决定解除各项紧急措施。 

  

第三十六条 

有权调动人力、物力、设施以克服环境事故的机关必须依法向被调动人力、物力、

设施的组织、个人支付费用。 

  



第四章 环境保护的国家管理 

  

第三十七条 

国家对环境保护进行管理的内容包括： 

1．颁行环境保护的法律并组织实施，颁行环境标准系统。 

2．建立、指导实施环保战略、政策，制定防止、克服环境衰退、环境污染、环

境事故的计划。 

3．建设并管理环保工程、设施及与环保有关的工程、设施。 

4．组织、建立观测管理系统，定期评估环境现状，预测环境变化。 

5．对生产经营单位投资预案的环境状况评估报告进行审定。 

6．分发、收回符合环境标准证书。 

7．监察、清查、检查环境保护法的施行，解决环保纠纷、申诉、控告，处理违

反环境保护法的行为。 

8 培养环境保护科技干部，教育、宣传、普及环保知识、法律。 

9．组织环保领域的科技研究、应用。 

10．开展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 

  

第三十八条 

中央政府根据自己的任务和权限，统一管理国内的环境保护工作。 

科学技术环境部实现国家环境保护的管理职能并对中央政府负责。 

中央政府各部、部级机关根据各自的职能、任务和权限在各自的管理范围内配合

科学技术环境部实现环保职能。 

省人民政府、中央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本地方实现环境保护的国家管理职能。 



科学技术环境厅对本地方的环境保护对省人民政府、中央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 

  

第三十九条 

国家环境保护管理机关的组织系统、职能、任务和权限由政府规定。 

  

第四十条 

国家环境保护管理机关实现环保专业、检查职能，并在环保活动与环保专业监察

部门及有关部门配合。 

环保专业监察部门的组织、任务、权限、活动及与其他部门的配合，由政府规定。 

  

第四十一条 

在监察过程中，监察团或监察员有以下权利： 

1．要求有关组织、个人提供有关材料回答有关问题。 

2．在现场进行检察。 

3．在紧急情况下决定停止各种引起严重环境事故的活动并对自己的决定负法律

责任。同时向有管辖权的国家机关报告。或向有管辖权的国家机关报告，或向有

管辖权的国家机关建议停止可能引起环境事故的活动。 

4．依职权处理或向有管辖权的机关建议处理各种违反环保的行为。 

  

第四十二条 

组织、个人必须为监察团或监察员完成任务、执行决定创造条件。 

  

第四十三条 



对监察团或监察员的处理办法和监察结论，有关组织和个人有权向监察团或监察

员的所属机关首长申诉。 

组织、个人有权对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行为向国家环保管理机关或其他机关申

诉、控告。 

有关机关收到申诉、控告的，有责任依法审理、解决。 

  

第四十四条 

在有许多单位、个人在发生环境事故、环境污染、环境衰退的区域活动时，对单

位、个人的环保责任的确定、处理权限规定如下: 

1．环境事故、环境污染、环境衰退发生在一个省或一个中央直辖市的范围时，

由省或中央直辖市的环保部门作出决定。如一方或各方不服上述决定时有权向科

学技术环境部部长申诉。科学技术环境部部长的决定有执行效力。 

2．环境事故、环境污染或环境衰退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省的范围内发生的，由

科学技术环境部专业监察部门审理决定，如果一方或各方不服上述决定可向政府

总理申诉。 

  

第五章 环境保护国际关系 

  

第四十五条 

越南执行签订和参加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尊重在互相尊重、独立、主权、

领土完整和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条约。 

  

第四十六条 

越南国家对在越南培养干部、进行环保科学研究、使用卫生技术、建设实施环境

改善工程、克服环境事故、环境污染、环境衰退、处理汰质的国际组织、外国组

织、个人实行优惠政策。 



  

第四十七条 

组织、个人、设备主人经越南领土经过时，如带有可能引起环境事故、环境污染

的物品时必须提出申请并接受越南环境保护管理机关的检查，如违反了越南环境

保护法则视情节轻重依照越南法律处理。 

  

第四十八条 

在越南的领土上发生的关于环境保护的纠纷，如纠纷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的，解

决时适用越南法律、同时参考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越南与外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内的纠纷在协商的基础上解决，并参考国际法和国际

惯例。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九条 

在环境保护活动中有成绩，及早发现环境事故征兆并及时报告的，克服环境事故、

环境污染、环境衰退、阻止各种破坏环境行为的组织、个人可受到奖励。 

因参加保护环境、克服环境事故、环境污染、环境衰退，同违反环境保护法行为

作斗争而财产、健康或生命受到损害的个人得依法受到赔偿。 

  

第五十条 

有破坏行为，使环境受到破坏，在发生环境事故时不接受有权管辖的机关的指挥，

不遵守环境评估规定、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其他规定者，根据其性质，情节及其

后果分别给予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利用职权违反环保法规定，对违反环保法者进行包容者，因缺乏责任心而引起环

境事故、环境污染者，视其性质、情节及后果分别给予法律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组织、个人有违反环境保护法行为，给国家造成损失 

的，除依照本法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对其进行处理外，还必须要求其依法赔偿

损失，并追究后果。 

  

第七章 执行条款 

  

第五十三条 

本法颁布前国内或国外的组织和个人给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并对环境和人民健

康带来长期、恶劣影响的，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并依政府规定恢复环境。 

  

第五十四条 

本法自颁布这日起生效，此前规定与本相法相违背的，即行废止。 

  

第五十五条 

政府规定本法的实施细则。——本法于 l993 年 l2 月 27 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八届国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国会主席 农德孟(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