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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生态环境，提升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保障绿色发展合力——

公益诉讼为生态文明
“撑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
电邮

近 5 年来，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从无到有取得了突破性发展。社会组织
和公众积极参与并行使公益权利，形成
治理生态环境、提升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保障绿色发展的合力，用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为绿色
“撑腰”，
守护青山绿水。
作为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北
京四中院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数量居全
国之首。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程序有哪些特点？社会组织等在诉讼中
发挥什么作用？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发挥
情况如何？环境治理恢复存在哪些问
题？司法审判中还有什么实践难题？今
年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记者走进北京
四中院寻找答案。

加强环境鉴定标准立法
2013 年实施的《民事诉讼法》首次
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2015 年实
施的《环境保护法》对可以提起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社会组织的条件作出明确界
定；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两部司
法解释，专门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
序。至此，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立法和
司法解释层面基本构建形成。
进入实践的环境公益诉讼并没有呈
现“井喷”。数据显示，在 2015 年至 2016
年的两年时间里，全国法院共受理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 137 件，其中社会组织提
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112 件，检察机关
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25 件。
作为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北
京四中院受理案件范围包括全市范围内
跨地区的重大环境资源保护案件。据北
京四中院民事审判庭庭长马军介绍，目
前，该院已经受理 10 起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这一数字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数量上居全国之首。
为何环境公益诉讼千呼万唤始出
来，但法院的办案数量却寥寥无几？马
军分析认为，一段时期历史积累的可提
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已经提起，社
会组织等公益诉讼主体主要精力投入在
已经立案的诉讼中。在全社会加强环境
综合治理现状下，企业积极采取措施整
改，北京地区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事
件逐渐减少。同时，社会组织等主体也
在提升环境保护与诉讼能力，不断拓展
深入开展维护环境权益事业的方式与
领域。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损害后果及
恢复方案均涉及专业技术和对生态环境
修复的系统性工程，相关鉴定评估工作
十分复杂，鉴定取证检测难度大，具体工
作量大，人力、物力、时间和技术投入均
要求很高，导致案件鉴定周期长。”马军
说，从目前受理案件分析，鉴定内容主要
包括损害环境事实的鉴定，侵权行为对
环境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后果及
赔偿鉴定，以及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与
替代性修复方案鉴定等。
在环境鉴定方面，我国还处于较为
缺乏的状态。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鉴
定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包括主动磋

商、司法保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公正
高效，便于执行。”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
孙佑海提出，在诉讼程序与磋商程序的
衔接方面，首先要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与其他诉讼的关系，其次要注重
诉讼程序中再行磋商，完善诉讼阶段的
举证责任分配。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对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的认定均需要环境立法在技术
标准方面的支持。对此，专家建议，加强
涉及环境鉴定标准方面的立法，弥补鉴
定标准不足，增加环境鉴定机构，加强符
合司法需求的培训，保障公益诉讼鉴定
费用。

建立立审衔接绿色通道
以北京四中院为例，其受理的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所涉及类型包括大气
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生态环境损害、土
壤污染、水资源污染、校园环境污染等。
其中以涉及大气污染和土地水资源环境
污染为主。
据了解，涉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
仅类型广泛，诉讼主体也呈现多样性。
在原告主体方面，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
规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包
括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
北京四中院受理的案件中，目前提起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有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北京市
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检察机关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
院。被告主体方面，涉及从资源开发、产
品加工生产、房地产开发到汽车制造销
售、酒店服务、物业管理企业、学校以及
个人等不同主体。
马军介绍，为方便各社会组织立案，
北京四中院建立“立审衔接的绿色公益
诉讼通道”，并以此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实施“三同步”：第一，在立案当天即可将
案件转审判庭，使审判庭可根据案件情
况向原告了解案情，并及时采取相应的
环境保护措施；第二，立案当天通过《人
民法院报》公告加急通道向社会公众公
告受理环境案件情况和告知社会组织可
参与或支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第三，立
案当天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公益诉讼告
知书，督促行政主管部门采取措施。
在维护公共利益，治理生态、环境等
领域时，有效发挥政府职能是公益诉讼
的保障。我国在司法程序中建立公益诉
讼制度是对损害公共利益行为通过司法
保障救济的最终手段，不能因此代替行
政管理职能。
实践中，法院立案后往往首先向行
政部门发函，以督促行政部门引起涉案
环境的重视，发挥行政职能，行政主管部
门对法院告知多予以积极调查和回函。
在发函最多的一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中，北京四中院向 14 个行政部门发函
告知，相关行政部门到现场勘验、调查，
采取措施，并提出具体研究意见，在给法
院的回函中作出细致答复，取得了良好
行政与司法互动的效果。

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白土村鱼塘
被倾倒污泥污染案是广东省首例检察机
关支持起诉的环保公益诉讼案。日前，
经环保部门检测，该案所涉被污染土壤
已修复达标。至此，一件历时 6 年的环
境污染侵权案件圆满画上了句号。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近两年
来，13 个试点地区检察机关集中办理了
一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公益诉
讼案件。截至 2017 年 3 月份，试点地区
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
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5109 件。
“由于民事公益诉讼补偿性赔偿往

往因为各种原因并不能达到完全赔偿，
比如环境损害在损害时并不能评估其后
果的严重性，在修复时往往时过境迁，修
复成本随时间发生变化，但引入惩罚性
赔 偿 能 够 适 当 的 解 决 相 关 问 题 。”马
军说。
我国目前法律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
规定仅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产品
质量法》与《食品安全法》之中。马军认
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引入惩罚性
赔偿不仅符合惩罚性赔偿成立的要件，
还发挥了预防遏制环境侵权的功能。他
同时建议成立专项公益诉讼赔偿管理基
金专事赔偿费用管理，并设立监管组织，
将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的款项统一
管理、使用，建立完善公益赔偿功能与修
复功能相结合的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对涉及环境预防性
诉讼予以立案审理，可充分发挥公益诉
讼的司法预防功能。其实，公益诉讼的
提起并不要求损害事实已经发生，只要
根据有关的行为、事实足以判断存在损
害公益的可能，就允许提起公益诉讼，即
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来防止可能发
生的公益损害。
“在公益诉讼中强调预防性立案，是
因为如环境破坏等损害公益的行为往往
具有不可逆性，损害发生后很难恢复原
状，而且恢复的成本巨大。”马军说，因此
在公益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
时，采取司法手段加以预防排除有其必
要性。
此外，环境资源案件还面临涉及环
境功能修复的判决执行难题。对此，北
京四中院建议：建立专项资金账户或公
益诉讼基金，以确保赔偿金能够形成环
境专项资金“蓄水池”和支持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的“供水池”；设立具有专业技术
能力，能够专门执行生态环境系统工程
修复的机构，对造成的环境损害予以全
面修复、综合治理。

追 回“ 小 钱 ” 彰 显 正 义
——广东省检察机关涉农扶贫资金反贪调查
本报记者 李 杰
“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帮我追回被高
朝胜拿走的 6000 块钱。”广东惠来县鳌
江镇鸟坑村 56 岁的村民陈文木日前接
受采访时激动地说。在他饱经风霜的脸
上表露出的是喜悦。
2013 年 7 月份，
鸟坑村包括陈文木在
内的6户
“两不具备”
住房困难户在危房改
造期间，
被原村委会主任高朝胜截留了8万
元危房改造扶持资金。其中，
原本应当发
给陈文木的 1 万元扶持资金只发了 4000
元，
余下的6000元被高朝胜据为己有。经
群众举报，
惠来县检察院通过秘密调查取
证，
掌握了高朝胜截留住房困难户扶贫资
金的事实。2016 年 6 月份，
惠来县法院对
高朝胜作出有罪判决。惠来县检察院发出
检察建议，
惠来县政府也向财政部门申请，
重新将涉案的 8 万元发还给 6 户住房困难
户，
陈文木等人将拿到余下的扶持资金。

钱数虽小价值大
高朝胜贪污案的侦查只是广东“涉
农扶贫检察官在行动”的一个缩影。为
了促进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真正
惠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走好扶贫“最

后一公里”，防止贪污腐败影响国家好政
策的执行，2015 年以来，最高检在强化
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打击力度方面取
得了丰硕成果。
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突出特
征，是涉案金额往往都不大。高朝胜案
中，陈文木被侵吞的危房改造扶持资金
仅 6000 元，高朝胜涉案总额也仅仅只有
8 万元。据广东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涉农扶贫案件涉案金额多为 5 万元
至 10 万元，金额并不大，但调查案件却
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的“正义”
是否值得呢？
鳌江镇党委书记黄娘俊认为，6000
元钱看似不多，但对贫困地区的农民来
说，却是一笔非常重要的危房改造款。
陈文木平时做裁缝，家里的 4 个孩子常
年在外打工，一家 7 口人一年收入也就 3
万多元，这 6000 元相当于陈家一个壮劳
力一整年的收入。
“这笔钱对我家的危房
改造很重要。”陈文木高兴地说，如果能
拿回来，他可以少干一整年辛苦活。
单个案件的涉案金额虽小，但积少
成多，各级检察机关为群众挽回的经济
损失是巨大的。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粤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省检
察机关自 2015 年 1 月份开展查办与预防
涉农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以来，仅两
年时间，已立案侦查涉农领域职务犯罪
重特大案件 1110 件 1455 人，挽回经济
损失 2.4 亿多元。据惠来县检察院侦查
科副科长陈湘煜介绍，在 2012 年至 2016
年惠来县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
件中，共查办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
件 32 件，为老百姓挽回经济损失 174 万
余元。这些数字彰显了正义的价值，证
明了涉农扶贫领域检察官们为追求正义
而付出的努力。

预防犯罪有新招
在重拳打击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的同时，广东省各地检察院还采取微信
公众号宣传、廉政监督员等各种各样的
措施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取得了良好
的宣传效果。
在广东梅州市五华县双璜村，
2014年
村党支部书记宋富强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
便和村民信息不对称，
借用村民身份证伪
造“两不具备”身份骗取扶贫补贴资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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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苏沭阳某公司走
私固体废物案在淮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涉案人陈某
某因走私 3200 余吨国家禁止
进口固体废物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 5 万元。
案件的告破，源于一封电
邮露出的蛛丝马迹。2014 年 6
月份，南京海关下属淮安海关
缉私分局获得一条走私线索
——一封只有一句话的电子邮
件：
“将合同中的‘碳化硅滤饼’
改为
‘粗制碳化硅’
。”
根据长年积累的办案经
本报记者
验，缉私警察从这句简单的表
述中敏锐嗅出一丝不寻常的
信息。
经 调 查 发 现，
“碳化硅滤
顾
饼”是太阳能光伏行业在切割、
打磨硅物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阳
废砂浆，经过简单固液分离后
得到的固体混合物，在生产提
纯中会产生大量有毒有害的废
渣和废水，一旦未经处理排入
地下会对地下水源和土壤产生
不可逆的污染，因此国家明令
禁止进口。但粗制碳化硅则是
允许进口的商品。
“ 碳化硅滤
饼”改为“粗制碳化硅”使商品
的属性悄然发生了变化。
在梳理这起案件的进口报
关单时，海关缉私警察发现，
货
物经营单位和货主单位均为代
理进口商，走私犯罪嫌疑单位
即实际货主在报关单上并没有
体现。这也就是说，真正的黑
手
“隐身”在幕后。
为找出真正的走私分子，淮安海关缉私警察对相关
进口报关单、合同和涉案企业展开深入调查。经摸排发
现，实际货主沭阳某公司是一家无资金、无人员、无场所
的
“三无”空壳公司。公司负责人陈某某与国外供货商内
外勾结，要求供货商把合同、发票、提单以及相关检验报
告中货物品名改为
“粗制碳化硅”
“硅砂”
“耐火泥”等。
走私嫌疑人在远离口岸的内陆县城沭阳注册公司，
并
试图在全国多个口岸走私。自 2013 年起，该公司先后从
天津、
青岛、
连云港等多个口岸走私进口固废，
在被海关两
次行政处罚后仍变换走私手法，
购买粗制碳化硅用作道具
货物，
不断选择不同口岸尝试通关，
企图逃避海关监管。
逐步摸清了涉案公司采购渠道、销售流程、货物流向
等细节后，在南京海关统一部署下，淮安海关缉私分局迅
速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抓捕到案，并现场查扣从台湾走
私进境的
“碳化硅滤饼”47 吨。
据查证，
自2013年以来，
陈某某以沭阳某公司的名义，
以伪报品名的方式走私进口国家禁止进境的固体废物
“碳
化硅滤饼”
高达3200余吨，
并在境内转售牟利。
淮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据此一审判决，
陈某某因走私3200余吨国家禁止
进口固体废物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并处罚金5万元。
据悉，近日海关将对现场查扣的 47 吨走私废物予以
退运。

万元，
暴露出该村公务不够公开的问题，
甚
至出现晚上信息贴在村口墙上，
第二天早
晨就被撕掉的情况。2016 年 4 月份，
在县
检察院指导下，
五华县16个镇牵头412个
村级微信公众平台，实现了农村党务、村
务、
财务
“三公开”
，
各村财务资金等报表统
一交到镇政府，
上传至公众号平台接受群
众监督，
一些惠农、
扶贫政策也由微信公众
平台发布，
让群众享有知情权。
为了有效预防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
罪的发生，除了积极宣传还需要时刻监
督。李粤贵介绍说，目前，广东省检察院
联合省扶贫办在清远市试点“廉政监督
员”制度，聘请该市 261 名相对贫困村驻
村第一书记和 6 名基层监察室负责人作
为廉政监督员。
“绝大多数廉政监督员都
是长期驻村的第一书记，对基层情况熟
悉，又了解涉农扶贫相关政策，可以有效
监督当地村委。”
广东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廉
政监督员制度的设立很大程度上能够对
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产生威慑，降低
职务犯罪发生的比例，
“ 同时，很多廉政
监督员还自觉承担起普法工作，为涉农
扶贫廉政预防带来很大便利”
。

广州海关退运近4000吨土壤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广州海关下属大铲海关近
日对 3994 吨土壤办理了退运手续，将这批国家禁止进口
的货物挡在了国门之外。
据介绍，这批土壤是大铲海关缉私警察在内伶仃洋
巡航时查获的。经登船检查，这艘散货船无法提供船上
所载货物的有效进口证明，缉私警察将船舶押回大铲海
关锚地检查、鉴定。经鉴定，这批土壤重 3994 吨，由于土
壤内含易导致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植物危险性病、
虫、杂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
属于国家禁止进境货物。目
前，
海关依法对这批土壤办理了退运手续。

各地铁路警方
“三打击一整治”战果初显
本报讯 自今年 5 月份以来，全国铁路公安机关深
入开展以严厉打击盗抢骗、网络贩枪、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
集中整治案件多发站车区段为主要内容的
“三打击一
整治”专项斗争，截至目前共破获“盗抢骗”等案件 463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10 名，打掉团伙 20 个，挽回经济损
失 90 余万元。
各地铁路警方及时调整警力部署，加强广场、售票
厅、候车室、站台、旅客列车等人员聚集场所的巡查，认真
落实站车警情通报制度，密切配合，加大嫌疑人员、物品
的盘查。并以未破案件、现案为突破口，
组织精干民警开
展攻坚会战。同时，
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广泛搜集重点
嫌疑人员的活动轨迹，
加强情报信息研判，积极向科技要
警力，要战斗力。
行动以来，各地铁路公安机关细化措施，稳步推进，
战果初显。5 月 29 日，郑州铁路公安处通过一个月的连
续 侦 查 ，在 柳 州 站 将 4 月 28 日 窜 至 湛 江 开 往 郑 州 的
K458 次列车上盗窃旅客 12000 元现金的犯罪嫌疑人韦
某抓获。6 月 4 日，在齐齐哈尔开往珲春的 D112 次列车
上，乘警接到一旅客价值 11750 余元财物被盗的报警后，
立即开展调查访问，在 3 号车厢将犯罪嫌疑人耿某抓获，
缴获全部财物。徐州铁路公安处以管内 14 个客运站和
开往北京、上海等方向的 19 对旅客列车为整治重点，严
密查堵，共查获各类网上在逃人员 95 名。
（梁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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