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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李苑 通讯员杨光徐
州报道 江苏省徐州市环保局鼓楼分局
执法人员日前分成 4 组，对辖区夜市烧
烤 进 行 又 一 轮 突 击 夜 查 。 2017 年 以
来，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和省第一批环
保督察为契机，从群众关注的环境问题
入手，鼓楼分局深入推进执法大练兵。

2017 年初，鼓楼分局摸排发现辖
区的环境问题多集中在小餐饮、小作坊
油烟噪声扰民，个别企业和个人利用城
乡接合部城中村闲置厂房非法生产排
污等。由此鼓楼分局明确全年执法重
点，先后开展餐饮业油烟治理、煤炭堆
场和小燃煤锅炉拆除等专项整治行动。

在 2017年省级环保督察前夕，鼓楼
分局把某广场附近油烟和噪声扰民列为
第一号信访问题，主动作为。对 61家餐

饮单位进行排查，要求产生油烟的餐饮
单位安装净化器，排入统一管道，油烟经
处理后再排放。针对这一广场业主的
投诉，鼓楼分局主持召开多方“圆桌会
议”，让各方代表坐在一起沟通情况，并
先后召开两次专家论证会进行论证，最
终促进信访问题的顺利化解。

鼓楼分局在徐州率先建立三级环
境监管网络，设置 156 个监管网格，并
建立了全员通讯联系网。通过执法任
务月计划、周安排，明确任务和责任人，
同时利用双随机等办法，让执法人员在
实战中提升个人执法能力和水平。

鼓楼分局每月还对信访、行政处
罚、排污费征收等情况进行通报，约谈
工作相对滞后的执法中队，逐级传导压
力，推动整体执法水平提升。

徐州鼓楼分局逐级传导执法压力

“圆桌会议”化解信访难题

宪法日，最高法聚焦长江大保护
发布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意见及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王玮本报记者刘晶深圳报道 深圳市人
居环境委自开展“利剑一号”专项执法行
动以来不断有新发现：执法人员近日带
领记者来到宝安区对一家塑胶制品厂实
施查封扣押，并对相关物品贴上封条，公
安执法人员将企业法人带走。

据介绍，11 月 24 日，执法人员对工
业企业开展“利剑一号”专项执法行动，
在检查中发现深圳市宝安区金旺五金
塑胶制品厂存在弄虚作假逃避监管的
问题。11 月 28 日，记者随深圳市人居
环境委执法人员来到这个厂。

记者现场看到，厂区内物品摆放杂
乱无章，工人居住区与厂区混在一起，污
水处理设备已经老旧。在工厂一角落位
置，有一根大管连接污水处理设备，另一
头连接地下管网。

“就在排污管道下面，还藏着一根
小水管。”深圳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一
科执法员杨飞向记者介绍，“大管是排
污水的，小水管是自来水管，在执法检
查时，他们会打开自来水龙头，稀释所
排放的污水，干扰正常执法监测。”

据介绍，这个厂排污管排放的污水
经地下管网流入茅洲河流域，其之所以
暗自加装自来水管，很可能是污水未经

处理，存在严重超标情况。
深圳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一科科长

谢宏伟告诉记者，从这个工厂的业务看，
其排放的污水很可能存在铬、镍等重金属
超标问题。因工厂污水处理设施陈旧，日
常使用维护费用高，为省下污水处理成
本，企业才试图以此种方法逃避监管。

随后，执法人员还现场对工厂相关
设备贴上封条，要求工厂停业，限期整
改，而针对工厂的具体违法行为，环保、
公安部门还将进一步展开调查。

企业负责人梁某对记者坦言，他深
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一定全力配合
调查工作，按要求完成整改工作。对于
其他相关问题，他表示暂不愿回复。

查封后，公安民警将梁某带上警
车。民警表示，警方将进一步收集证
据，从严查处，工厂负责人如果涉嫌犯
罪，将依照相关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了解，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环
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通过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
法排放污染物”的规定，属于严重的环
境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对企业负责人依
法采取强制措施，进一步收集证据，追
究其刑事责任。

深圳“利剑一号”又有新动作

一企业注水稀释污染物被查处

法治头条

■法治动态

本报见习记者朱智翔 记者晏利
扬 通讯员徐璐 马丽敏金华报道 浙江
省金华市武义县环保部门日前根据群
众举报，连夜出击，与公安部门和当地
政府联动，迅速查处一起发生在饮用水
源保护区内的非法倾倒废油漆桶案。

“环保局吗？有人将很多废油漆桶
倒在路边，臭死了！”案发当晚 11∶20，一
位市民打进环保举报热线，向武义县环
保局值班人员反映。“具体位置在哪？”值
班人员急切地追问。“清溪口水库附近。”
举报人回答。

“清溪口水库，那不是饮用水源一级保
护区！”得到答复的值班人员顿时心中一紧，
立感事态严重，于是马上报告，并迅速组织
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处置。

在举报人的指引下，执法人员发现
泉溪镇清溪口水库东侧东夏线路边，横
七竖八地堆着几十个废油漆桶，并且不
少桶旁还有五颜六色的油漆渣从中撒
落，现场弥漫着浓烈刺鼻的油漆味。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油漆
桶和油漆渣属危险废物。为尽可能减少
其对环境的影响，防止不法分子继续倾

倒，执法人员兵分二路调查处置：一路追
根溯源，查找倾倒者；一路组织清运，开展
废油漆桶和油漆渣的无害化处置。

通过与公安部门和当地政府通力
合作，执法人员不仅及时组织清运处置
了现场 2.12 吨废油漆桶，而且还在 12
小时内揪出了倾倒的幕后黑手——永康
市下皇渡村一油漆经营户王某、刘某及其
工人孙某、谢某两夫妇，查明这批废油漆
桶系此4人从永康部分企业回收而来，于
案发当晚，趁夜色倾倒此处。

经过进一步勘查，执法人员认定废
油漆桶倾倒点距清溪口水库水域约 60
米，确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范围内。

根据“两高”环境司法解释，在饮用
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
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
毒物质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构成污染环境罪。”金华市环境监察支队
支队长蒋万平说，目前，该案已移送公安
机关追究涉案人员刑事责任。

至此，金华今年已查处涉固废、危
废案件 64 件，罚款近 219 万元，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 8件，刑事拘留 8人。

废油漆桶惊现饮用水源保护区

金华环保公安连夜查处抓获嫌疑人

12 月 4 日 ，
第四个国家宪法
日当天，最高法
有点忙。

为深入学习
宣传党的十九大
精神，进一步贯

彻落实十九大关于法治宣传教育的
决策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以“弘
扬宪法精神感受公平正义”为主题
的“12·4”公众开放日活动。

为展示人民法院加强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和绿
色发展的成果，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
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并公布了长江
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
长江必新介绍，考虑到长江流域是一
个以水为纽带形成的完整的自然生
态系统，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环
境介质的流动性以及流域自然资源
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环境治理必须
打破传统行政区划的界限，按照流域
或者生态系统进行统一管理。《意见》
最终将生态环境司法保障的涵盖范
围定位为整个长江流域。

《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主线，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存
在的突出问题为导向，结合环境资源
审判职能，提出了加强司法保障的重
要意义、基本理念和具体举措。

《意见》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
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重要意
义。第二部分提出长江流域环境司
法应该遵循的基本理念。第三至第

五部分提出具体举措。第六部分是
体制机制建设。

突出水资源与水环境司法保护

《意见》提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
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应遵循自
然规律、坚持保护优先、促进绿色发
展、注重区域协同等四个基本理念。

《意见》突出强调了水环境与水
资源的司法保护，要求审理好四大
类十个方面的案件。

四大类案件包括：依法审理水
污染防治案件，推动水污染防控和
治理；依法审理水资源开发利用案
件，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节约
保护；依法审理涉河道和河湖岸线
保护案件，保障长江水域安全及水
域岸线生态功能；依法审理涉水环
境和水生态保护案件，促进长江岸
线、湿地的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

十方面案件包括：依法审理水污
染防治案件，推动水污染防控和治
理；依法审理水资源开发利用案件，
促进长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依法审
理水权交易纠纷案件，促进水资源高
效利用与节约保护；依法审理涉航
道、河道案件，保障长江水域水运安
全；依法审理涉河湖水域岸线保护案
件，强化河湖水域岸线生态功能；依
法审理涉蓄洪区、洲滩开发利用案
件，维护蓄洪区及洲滩的安全；依法
审理涉江河湖泊治理案件，推进全流
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依法审
理涉长江防护林和天然林草资源案
件，促进长江岸线水土保持和水源涵
养；依法审理涉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案
件，促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依法
审理其他涉水刑事、行政案件，维护
水环境和水生态安全。

针对长江不同区段，因地施策

《意见》要求法院考虑长江不同

本报记者王玮北京报道 12 月 4
日，在以“弘扬宪法精神感受公平正
义”为主题的公众开放日活动上，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
十大典型案例。

江必新说，最高法期望通过典型
案例的发布，进一步深化《关于全面加
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司法保障的意见》的落实，为各级人民
法院审理环境资源案件提供可供遵循
的规范和指导，促进裁判尺度的统一，
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水平，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产生活
环境需要，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近年来，长江流域各级人民法院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指示精
神，牢固树立现代环境司法理念，依法审
理了大量环境资源案件，为保障全流域
生态环境安全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江
必新详细介绍了十个典型案例。

这十个典型案例涉及水污染防
治、水资源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领域，涵摄水、滩涂、湿地、湖泊、渔
业、野生动物等环境要素，包括公益和
私益两大诉讼类型，涉及刑事、民事、
行政三类案件。

这十个典型案例各有侧重，对于加
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其他区域环境资
源审判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中，湖北十堰中院审理的迈驰
公司、古文秀污染环境案，立足“十堰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的区域定位，严厉打击排放污水污染
环境的犯罪行为，是人民法院加强饮
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典型
案例。贵州清镇法院审理的泰蘋河养
殖公司与华锦铝业公司财产损害赔偿
案，着重考量了河流生态流量的重要
价值，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水资源开发
利用案件具有指导意义。

1.汤某等十二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2.十堰市驰迈工贸有限公司、古文
秀污染环境案
3.尼玛多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4. 贵州泰蘋河生态养殖开发有限
公司诉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财产
损害赔偿案
5.赵来喜、周正红诉赵成春买卖合同案
6.镇江市自来水公司诉韩国开发银
行投资有限公司水污染损害赔偿案
7.富启建材有限公司诉姚友刚等确
认合同无效案
8.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检察院诉毕节市
七星关区大银镇人民政府不当履职案
9.宜宾县溪鸣河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诉沐川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10.罗建兰、游泳等人诉丰都县水务
局行政批复违法案

图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在活动现场。 最高法网站供图

□十个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
2010 年 以 来 ，毕 节 市 七 星 关

区大银镇政府将该镇集镇及邻近
村寨产生的固体生活垃圾收集后，
雇请专人运输倾倒在该镇羊桥村
石人脚公路旁。该镇大量垃圾露
天堆放，散发出难闻气体，严重危
害当地生态环境、影响当地群众的
生活。其间，因垃圾倾倒在公路上
影响该处正常通行，大银镇政府于
2016 年 3 月底组织修建了简易围
墙将垃圾场与公路隔开，除此之外
并未对场内垃圾进行任何处理。

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向大银镇政府发出检
察建议书，督促其“及时纠正违法
行为，并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其违法
倾倒垃圾对周边环境和群众生产生
活造成的影响。”大银镇政府虽作出
书面回复，但并未积极履职，亦未采
取补救措施。毕节市人民检察院指

定金沙县人民检察院管辖本案，金沙
县人民检察院以大银镇政府不履行
行政职权为由，向仁怀市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
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负有
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
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
共利益受到侵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公益诉讼。毕节市人民检察院指
定金沙县人民检察院管辖本案符合法
律规定。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向大
银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督促其纠
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大银镇
政府虽作出书面回复，但并未积极履
职，亦未采取补救措施。遂判决确认
大银镇政府倾倒垃圾的行为违法；责
令大银镇政府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采
取补救措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 典型意义
依法审理水污染防治案件，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地的司法保护，保

障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是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的重要职责。湖
北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严控水体污染，抓好水体保护，维
护水质安全，确保“一江清水永续北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二审法院立
足“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的重要生态环境定位，以保护
用水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根本目标，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
格执行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强化污染者的责任，对污染环境犯罪采取零容忍
态度，以对生态环境的损害情况作为刑事处罚的重要情节，严厉打击了在饮
用水水源地非法排放生产废水的违法犯罪行为。该案是十堰法院受理的首
例水污染刑事案件，宣判后对全市造纸、印染、电渡等高能耗、重污染企
业起到了教育、引导和震慑作用。

■ 典型意义
长江流域环境资源要素跨区域特征明显，要优化审判机制，打破行政

区划的界限和壁垒。本案中，人民检察院跨行政区划提起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审理，具有较强的典型意义。本案中，毕节市
人民检察院指定金沙县人民检察院跨区划管辖本案；遵义市所辖仁怀市
人民法院根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环境保护案件指定集中管辖的
规定》审理本案，并依法对毕节市人民检察院指定金沙县人民检察院管辖
本案予以确认，对于推动构建流域内环境公益诉讼等案件的集中管辖和
探索重大环境资源行政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专门管辖机制具有
指导意义。另外，按照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地方政府负有对生
活废弃物分类处置的义务，大银镇政府虽然雇佣了专人收集、清理固体废
物，但没有完全履行固体污染物处置义务，给环境造成持续的污染，属于
行政违法行为。本案公益诉讼对于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具有指导作用。

■

典
型
案
例
解
读

本报讯 广东省中山市沙溪环保分
局日前联合城管、公安、农业、安监、国
土等部门，对凤凰山濠涌方氏古墓片区
6 家违规畜禽养殖场进行强制清拆，清
拆面积共 1670 平方米。

据悉，沙溪镇政府高度重视岐江河
综合执法整治工作，成立了岐江河整治
领导小组，并由沙溪环保分局牵头，联
合公安、城管、农业等部门开展岐江河
沙溪流域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在
前期对岐江河沿线排污口进行排查时
发现，濠涌段入河排污口排放大量污
水，水质较差，经监测显示废水中氨氮
等指标超标。

沙溪环保分局追根溯源，逐一排
查，发现凤凰山濠涌方氏古墓群附近有
6 家生猪养殖场，这一片区生猪养殖场
均无污水处理设施，养殖废水利用排洪

沟排入岐江河，严重污染岐江河水质。
在清拆现场可看到，养猪棚围绕鱼

塘而建，大部分由木板、竹竿、塑料布等
材料简易搭建而成，环境较为恶劣。执
法人员利用挖掘机、推土机等专业器
械，对违规生猪养殖场进行强制清拆。

沙溪环保分局副局长陈仁杰现场
介绍：“经过前期摸查取证，执法人员已
派发自拆通知书，并多次逐户走访，与
养殖户面对面交谈，动员自觉搬迁，因
此本次清拆行动也得到了养殖户的理
解与配合。”

下一阶段，沙溪镇将按照“边谈、
边打、边拆、边取证”的原则，依计划、
分步骤持续开展岐江河沿岸违章建筑
清 拆 和 凤 凰 山 违 规 畜 禽 养 殖 整 治 行
动，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卢展欣

无污水处理设施 废水排入歧江河

中山沙溪镇清拆6家违规畜禽养殖场

1.十堰市驰迈工贸有限公司、古文秀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5 年 5 月 1 日 上 午 ，驰 迈

公司厂房搬迁，该厂生产负责人
古文秀明知操作污水处理设备的
工人赵正明在新厂区调试设备，
老厂房无人能操作污水处理设
备，仍安排工人潘立春等人在老
厂房内，在未运行污水处理设施
的情况下进行电镀生产，造成电
镀废水未经处理非法外排，被十
堰市环保局当场查获。

经环保局现场采样，十堰市
环境监测站分析检测，并报湖北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审查，该公司排
出的电镀废水中重金属总铬浓度
值为 88.8mg/L，六价铬浓度值为
80.4mg/L，锌浓度值为 11.7mg/L，
分别超出国家排放标准 88倍、401
倍、6.8倍。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
民检察院以污染环境罪对驰迈公
司和古文秀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

院一审认为，驰迈公司非法排放
含重金属的污染物严重超标，已
构成污染环境罪；古文秀作为生产
管理负责人，明知电镀作业产生的
污水未经处理会流向犟河造成环
境污染，仍安排工人从事电镀生产
作业，放任单位排放污水污染环境
的行为，亦构成污染环境罪。鉴于
被告人积极认罪悔罪，在量刑上可
以酌情从轻。对驰迈公司判处罚
金 1万元、古文秀拘役四个月。

驰迈公司和古文秀以污染环
境后果较轻为由提起上诉，十堰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
判决体现了对污染环境犯罪的零
容忍态度。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加强水资源
保护，确保“一江清水永续北送”，
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恣意排
放生产废水，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始终保持
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二审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金沙县人民检察院诉大银镇人民政府不当履职案

区段环境问题和环境资源审判的特殊性，
突出重点，因地施策。

例如长江上游地区是国家重要生态
屏障，应重点把握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的
功能定位，加强生物多样性维护和高原湖
泊湿地保护，强化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
护，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要依法审理重
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及自然保
护区等重点区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案件。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呈恶
化趋势，主要原因是城镇化程度高，工业和
农村、农业污染严重，洞庭湖、鄱阳湖等淡
水湖生态系统退化。要依法审理工业污
染、城镇和农村污染案件，保障江河湖泊生
态环境安全。《意见》还提出沿江海事法院
要充分利用跨行政区划管辖的优势，妥善
审理长江流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案件。

审理好新领域新类型环境资源案件

《意见》要求人民法院要力求新作为，妥
善审理好新领域、新类型环境资源案件。一
是审理好大气污染防治案件，推动长江中下
游地区、四川盆地等区域性雾霾、酸雨态势
扭转，打赢蓝天保卫战。二是审理好生物多
样性保护案件，依法打击非法猎捕、杀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保护物种栖
息地，打击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动植物的行
为。三是审理好生态补偿案件，合理界定生
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妥善处理流域
内因补偿主体、补偿数额、资金监管等产生
的纠纷，激发全流域各区段生态环境保护的
内在动力。四是审理好绿色金融等新类型
案件，包括涉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碳金融案
件以及排污权、碳排放权及用能权纠纷案
件，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最高法发布长江流域十个典型案例
为各地审案提供可遵循的规范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