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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环境公益诉讼困局
本报记者 曹红艳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已于 6 月 1 日起实施。《解释》 共 11 条，
从入罪标准、从宽情节、“情节严重”的认定、本罪与上
游犯罪的关系、罪名的具体适用等方面作了规定。

《解释》 厘清了行政处罚法和刑法适用的边界，使打
击犯罪的依据明确化、统一化，避免随意性和不公平现
象。其中，《解释》 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
益罪的基本数额标准设置为“3000元至 10000元”。

同时，《解释》 根据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大小，
对虽没有达到一定数额，甚至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没有财产价值，但妨害正常的刑事追诉活
动，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几种特殊情形作了没有数额限
制的入罪规定，具体情形如：一年内曾因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掩饰、隐瞒的
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
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
贫、移民、救济款物。

依照 《解释》，“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
时查处，并造成公私财物重大损失无法挽回或其他严重后
果的”和“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行为，严重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予以追究的”情况
下，即使其犯罪数额不到十万元甚至不到五万元，仍然应
当依法认定为情节严重。

最高法公布审理掩饰

隐瞒犯罪刑案司法解释

员工拒绝临时调岗 企业有权解除合同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高法
院 1 日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
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自 2015 年 6 月 2 日起施行。

《解释》 明确，“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
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据悉，这是新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
以来，最高法院在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之后，颁布的第二个审理环境责任
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解释》 不仅适
用于环境私益诉讼，而且适用于环境公
益诉讼，规定了两类诉讼共同适用的一
般法律规则。

《解释》 共 19 条，主要从 8 个方面
明确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法律适
用问题，分别是：适用范围既包括环境
私益诉讼案件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又
包括污染环境案件和破坏生态案件；环

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归责原则和减免
事由；数人分别或者共同排污时，污染
者对内对外的责任承担方式；因第三人
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和
污染者的诉讼地位和责任承担；被侵权
人和污染者之间的举证证明责任分配原
则；环境污染案件中有关鉴定意见、检
验检测或者监测报告以及专家辅助人的
意见等有关证据的适用；环境污染案件
中有关行为保全和证据保全措施的适用

条件和程序；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
侵权的承担责任的方式。

最高法相关负责人介绍，《解释》
旨在统一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
裁判标准，解决司法实践中环境污染责
任归责原则、责任构成以及数人侵权责
任划分等法律适用不统一等疑难问题，
指导全国法院正确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
纷案件，切实保护受害人的民事权益，
用严格的司法程序保护好生态环境。

最高法：污染环境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关于“建立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的决定，全面落
实中央有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最高检近日发
布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5 年面向省级人民检察院逐级遴
选检察官公告》，首次面向省级检察院遴选 10 名检察官。
这是最高检遵循检察官队伍建设规律，建立健全科学合理
的检察官培养选拔机制，提升检察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
水平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

记者了解到，此次逐级遴选检察官，共设置三级高级
检察官职位 1 个，四级高级检察官职位 2 个，一级检察官
职位 7 个。遴选检察官将全部充实到检察业务部门。报考
人员严格限定为省级检察院在编在岗公务员，除应具备公
务员法、检察官法和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规定的基本条件外，还须符合逐级遴选职位所规定的专
业、学历学位、任职年限和工作经历条件。

为补充机关急需的各类人才，最高检 2015 年还面向
省级以下机关公开遴选 14 名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工作人员。

员工不同意企业对其工作内容的变
更，拒绝到临时岗位上班，企业以其严
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将其开除，该
员工则要求单位予以经济补偿。近日，
江苏南通中院终审判决被告鑫港公司向
原告徐某支付所欠工资 1930.37 元，同
时驳回徐某要求鑫港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金的请求。

原告徐某自 2003 年 4 月到鑫港公
司工作已 10 年有余。徐某在与公司所
签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的合同中约定：徐某从事生产岗位工
作，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鑫港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按照合理诚信
原则，可以依法变动徐某的工作岗位。
工作期间，鑫港公司安排徐某在注塑车

间从事注塑工作。
2013 年 5 月 21 日晚，鑫港公司因

生产经营需要，将底板组装压条的任务
分配给注塑车间完成。因操作工序简
单，公司安排带班班长提供技术指导。
徐某认为该项工作并非注塑车间的工
作，拒绝服从公司的工作安排，停止提
供劳动。2013 年 5 月 23 日，鑫港公司
经理就相关工作事宜与徐某谈话，徐某
拒绝改变态度。

2013 年 5 月 24 日，鑫港公司征求
本单位工会意见后，以严重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为由，书面决定与徐某解除劳动
合同。徐某被炒鱿鱼后就公司拖欠工资
及经济补偿问题向仲裁委申请仲裁，仲
裁委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作出不支持其

经济补偿请求的裁决书。徐某不服仲裁
裁决，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徐某进入鑫港
公司工作，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
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
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用人单位应当按
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徐某 2013 年 5
月的工资为 1930.37 元，鑫港公司至今
未支付，应依法补发。

鑫港公司与徐某签订的劳动合同
中实际约定了两种调整工作岗位和工
作内容的方式，一是双方协商调岗或
变动工作内容；二是根据生产经营需
要，按照合理诚信原则公司单方变动
徐某的工作岗位或内容。徐某以该项

工作并非注塑车间的工作为由，拒绝
服从工作安排，停止提供劳动，系非
法罢工行为，且经公司说服和劝导，
拒不改正。徐某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
司的规章制度，公司有权依法与其解
除劳动合同。

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劳
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被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无权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
徐某的罢工系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的行为，其被解除劳动合同依规
定不能获得经济补偿金。遂依照劳动
合 同 法 的 相 关 规 定 ， 法 院 作 出 前 述
判决。

文/席 悦 钱 军

5月 15日，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在福建省南平中院公开审理。

作为新环保法实施后的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此时开庭，多少让

人有些意外。新环保法实施已有半年，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并未出现预料中的“井喷”。据有关部门

统计，今年前 5个月，包括此案在内，由民间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仅 7起。

由此，被寄予厚望的环境公益诉讼能否成为环境污染者头上高悬的利剑，能否成为解决我国

环境之困的重要途径，再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回 顾 福 建 南 平 生
态破坏案，被告人谢某
等 3 人未经批准，从李
某手中购得南平市延
平区葫芦山砂基洋恒
兴石材厂矿山的采矿
权，开采矿石并扩大塘
口，导致 19.44 亩植被
被严重破坏。2014 年
7 月，南平市延平区法
院判处 3 被告人有期徒
刑。被告人虽已承担
刑责，但不足以补偿环
境污染对当地环境与
百姓的侵害。今年 1 月
1 日，环保民间组织“自
然之友”和“福建绿家
园”依据新修订的环保
法，向南平中院提起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15
日，福建南平生态破坏
案没有当庭宣判。

原告代理律师、中
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
者法律帮助中心诉讼
部主任刘湘表示，此案
有两个亮点：一是两个
民间公益组织提起“破
坏生态”类的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诉讼目
的是恢复植被，有别于
以往的“污染环境”类；
二 是 借 助 已 有 的 刑 事

判决，省去司法诉讼过程中繁琐、艰难的重
新取证、鉴定等环节，证据较为充分。

环境公益诉讼的本质是鼓励公众有序
参与环境保护，监督不履行职责的行政机
构和违法排污、破坏环境的企事业单位，弥
补公权力监督不充分、不到位的问题。而
新环保法首次明确界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
主体资格，鼓励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参与环
境监督。但是，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尚面临诸多问题，如诉讼成本非常高，有
的鉴定费高达百万元。

“当前环境公益诉讼既有来自法律层面
上的挑战，也有来自环保组织诉讼能力上的
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认为。

北京东泽律师事务所杨军律师认为，
环境公益诉讼的难点主要有 3 方面：第一
是调查取证难。向污染企业及各行政机关
取证都有很大难度。第二是污染生态补偿
鉴定难。包括鉴定机构确定难、前期鉴定
费很高等。第三是执行难。排污企业资金
跟不上，没钱支付。

由此可见，除了新环保法规定的环境
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认定，对于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的受理，还有更重要的程序问题，
如怎么举证、怎么缴纳诉讼费、是否可以提
起损害赔偿、赔偿金归属等一系列问题。

相对很多人预料新环保法实施后
环境公益诉讼案将会出现“井喷”，中
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副主
任兼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从另一方
面解读了当前环境公益诉讼案的数
据。从 2009 年到 2014 年，我国由民
间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一共
只有 10 起。而在刚刚过去的 5 个月，
这一数字已经达到 7起。

在全国有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
700多家环保组织中，中华环保联合会是
主力军。马勇用亲身经历向记者讲述了
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一起典型事
件：贵州有群众举报一家造纸企业违规
向南明河排污。在安排专人调查发现，该
企业白天不排污，总是晚上7点以后开始
排污。了解情况后，调查人员第二天一早

三四点钟就赶到现场取证，拿到排污证
据后马上向当地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马勇说，贵州是喀斯特地貌非常
丰富的地区，这家造纸企业就在溶洞上
面，紧邻南明河，所排污水都是夜间通
过溶洞最终流入南明河。因为南明河连
着乌江，对饮用水构成严重危害。接到
群众举报后，当地环保部门几次去调查
都查不出问题，反而将该企业作为样板
组织开展环保演练。一般不涉及切身利
益，公众是不会主动告发和反映的。在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社会力量来补
充，这个污染现象会长期存在。“这是
用足环境公益诉讼程序的一个典型案
例。”马勇说。

针对非政府社会组织（简称 NGO）
的作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

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表示，环境公益
诉讼立案过程中，首先是发现问题，
NGO 有特别广泛的社会基础，容易发
现问题。第二就是调查取证，基金会接
手的几个环境公益诉讼的案源，在取证
过程当中都得到了当地和附近的环境
组织草根 NGO 的帮助。还有就是共同
合作，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发挥
环境公益诉讼更大的作用。

因为新环保法的实施，2015 年被
业内人士视为环境公益诉讼元年。

马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有 3 个
方面需要认真对待。第一，环境公益
诉讼起步时需脚踏实地才能走好。第
二，公益项诉讼制度要有相应的配套
和鼓励措施。第三，处理好利益关系
才能确保公益诉讼公信力。

作为全国首批“试水”的环保法庭，
昆明中院环保审判庭开展了环境公益
诉讼案的探索。探索中还出台了《昆明
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其中规定，公益诉讼人提起诉讼
的，可以向公益诉讼救济基金申请诉讼
费用，被告败诉应当承担的赔偿金应向
公益诉讼救济基金支付，修复环境的费
用也由救济基金支出。这一规定很好
的解决了公益诉讼成本高及诉讼利益
归属问题，属全国首创。

2010年 6月，昆明环保庭迎来了建
庭以来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这个由检
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的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以判决两被告向“昆明市环
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基金”支付人民币
417.21万元为圆满结果。

“通过该案审判，让污染环境者付
出沉重代价，增大了污染者的违法成
本，有力震慑了潜在的污染者，为昆明

市环保联动执法机制的探索起到了示
范作用。”昆明中院环保法庭庭长王向
红说。作为当时国内公益诉讼案件中
最大金额的民事赔偿，环保行政管理部
门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出庭跟企业打
官司的案件，成为昆明环保法庭环境公
益诉讼案的“破冰之旅”，催生了公益诉
讼的探索。

按照昆明中院与昆明市检察院联
合制定的《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将提起
环境民事诉讼的人定位为“公益诉讼
人”，不再称原告，同时还规定，检察机
关可以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提起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

如今，加快推进由检察机关提起环
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以及考虑由环
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得到越来越
多的专家学者认可。

截至目前，全国四级法院共设立

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巡回法庭
389 个。“新环保法颁布实施以来，不
少地方设立了专门的环境案件审判
庭，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的大环境得到极大优化，但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仍然寥寥无几。”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副所长常纪文博士说，当前，符合新
环保法及司法解释、可提起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的 700 多个社会组织，多由
于存在挂靠关系，主动参与环境公益
诉讼的意愿不足。

不可否认，尽管一些地方在推动环
境公益诉讼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制度与
措施，通过探索取得了较好的实践。但
是，环境公益诉讼确实很难。贵州省高
院副院长唐林认为，环保诉讼有很强的
专业性，对法官的诉讼能力和法律专业
能力有着较高要求，需要法官敢于担当
和运用智慧。

环境公益诉讼困难较大

探索环境类案件司法实践

社会公益组织稳健起步
最高检首次向省级检察院

遴选10名检察官

本报讯 为严厉打击倒卖进藏车票违法犯罪活动，
切实维护广大旅客合法权益，自 4 月 15 日起，铁路公安
局组织开展了为期 5 个月的打击倒卖进藏车票违法犯罪
活动专项行动，多方摸排搜集线索，顺线追击，扩大战
果，目前共破获倒卖进藏车票案件 7 起，抓获违法人员
11 名，缴获车票、订票票据等 916 张。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乘火车西藏游的旅客剧增，进
藏车票日渐紧张。为保证专项行动取得实效，铁路公安
局加强与客运部门的联系配合，了解掌握进藏车票、人
员等情况，对进藏高价车票进行细致分析，查清高价票
出票车站、窗口、出票时间等信息。各相关公安局、处
成立 90 个打击小分队和票源调查小分队，坚持主动出
击，对通过客票调查、群众举报、案件深挖、打击假证
假票等途径获取的线索，加强分析研判，对有价值的线
索追根溯源，打点掏窝，深挖到底，最大限度扩大打击
战果。

（梁西征）

铁路公安严厉打击

倒卖车票行为

近日

，驻守在深圳中英街的广东公安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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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执勤官兵

查获一起利用自行车藏匿手机走私案件

，现场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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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l us 共十八部

，案值约十三万元

。图为官兵正从自行

车架里取出手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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