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现在开庭］
2014年12月5日 星期五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何 靖 新闻热线（010）67550738 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
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扎实推进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
待，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
主线，现就人民法院进一步做好司法便
民利民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
步增强做好司法便民利民工作的
自觉性

1.司法便民利民是人民法院努力实
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
重要途径。各级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我
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特点，将方便人民群众诉讼作为做好
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扎实实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更好地满足新时期
人民群众的多元司法需求。

2.司法便民利民是人民法院深入贯
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积极践行司法为
民根本宗旨的重要内容。各级人民法院
要自觉把做好司法便民利民工作与扎实
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
合起来，时刻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准
确把握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需求与期
待，始终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切实加强
人权司法保障，不断改进司法作风，通过
一个个具体鲜活的司法便民利民举措，
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

3.司法便民利民是深化司法改革，
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的重要环节。各级人民法院要把人
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司法改革成败
的根本标准，把完善和落实司法便民利
民举措作为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切入
点，不断健全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
制度措施，着力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

民的阳光司法机制，让司法改革成果更
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群众，不断提
高司法公信力。

二、求真务实，加强规范，切实
做好司法便民利民工作

4.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司法便民利民
工作的长效机制。人民法院要在狠抓执
法办案第一要务的同时，进一步细化和
完善立案、审判、执行和信访等环节的便
民利民措施，为人民群众提供热情、便
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5.建设好、管理好、运用好诉讼服务
平台。深入推进诉讼服务中心的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全面整合诉讼服务功
能，优化诉讼服务窗口建设。认真做好
诉调对接、立案登记、诉讼风险提示、诉
讼材料接转、诉讼费用缴纳、财产保全、
案件流程查询、信访接待等各方面的工
作，努力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和“全方
位”的诉讼服务。

6.健全方便立案的新机制。根据人
民群众的需求和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
积极推进立案登记工作，对人民法院依
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
必理，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做好预约
立案工作，积极为行动不便的伤病患者、
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提供立案、
送达、调解等方面的便民服务，方便当事
人诉讼。

7.依法及时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
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合理确定
保全的担保方式和担保数额。对保全实
施工作归口管理，暂时没有实行归口管
理的人民法院，应积极采取措施方便当
事人申请和查询。

8.健全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充分发
挥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督促程序、
刑事和解程序、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
机制等制度优势，在保证审判质量的前
提下，努力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减轻当
事人诉累。

9.依法为当事人举证提供帮助。当
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符合法律

规定条件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
调查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调查取
证；积极探索委托律师调查取证，方便当
事人举证。

10.加强审判流程管理。树立科学
均衡结案意识，正确理解、运用均衡结案
指标，不能单纯追求均衡结案率而故意
拖延结案或者突击结案。强化审判流程
公开平台建设，整合各类审判流程信息，
为当事人提供全面、全程、及时的审判流
程公开服务。实行审限监督制度，严格
扣除审限、延长审限的审批，完善案件审
限通报制度，及时告知当事人扣除审限、
延长审限的理由、期限。

11.加强案卷移交工作。积极推进
诉讼档案电子化工程，做好一审、二审、
再审和执行案卷移交工作，明确移交期
限，统一移交方式，落实移交责任，缩短
移交时间，确保移交顺畅。

12.依法保障各方诉讼权利。强化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
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
诉权的制度保障。尊重和保障当事人
庭审权利，让当事人依法充分表达诉
求，完整陈述事实理由。对依法可以由
当事人自主或者协商决定的程序事项，
尽量让当事人自主或者协商确定。切
实保障律师在审判过程中依法履行职
责。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注意为
当事人特别是没有委托律师辩护、代理
的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必要的程序性指
导与帮助。

13.完善案件庭审旁听制度。人民
法院对于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依法公
告案件名称、开庭时间、法庭编号、旁听
席位等开庭信息，方便人民群众旁听案
件庭审。人民法院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庭审。

14.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裁判
文书要认真对待、全面回应当事人提出
的主张和意见，具体说明法院采纳或者
不采纳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做到认定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用语要力求规
范、简洁、易懂，便于当事人明白理解。

15.切实解决执行难。积极探索完

善有利于保障民生的快速执行、主动执
行等机制，以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
慑、惩戒法律制度和点对点网络查控联
动机制为抓手，积极推进反规避执行和
反消极执行，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
实现权益。综合运用财产申报、限制高
消费、限制出境、联合信用惩戒等措施，
依法适用强制措施和刑罚威慑机制，促
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债务，努力提高执
行效率。

16.完善交纳诉讼费用的便民措
施。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立自动取款机、
POS机等设施，方便当事人交费、退费。
当事人到基层人民法院办理诉讼费用的
结算和退费确有困难的，有条件的人民
法庭可以代为办理。

17.做好司法救助工作。健全司法
救助体系，完善诉讼费缓减免制度和特
困群体执行救助制度，依法及时有效落
实对加害人无力赔偿、被执行人无财产
可供执行等案件的困难受害人以及其他
涉诉困难群众的司法救助，不断拓宽司
法救助的范围和方式。

18.做好涉诉信访工作。完善“诉访
分离”和案件终结机制，保障当事人依法
行使申诉权利。积极开展网上信访、巡
回接访、带案下访、远程视频接访等工
作，建立健全律师等第三方参与化解涉
诉信访的工作机制，及时就地解决涉诉
信访问题。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保
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
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19.健全人民法庭基层诉讼服务窗
口的职能。坚持和发扬“枫桥经验”，发
挥人民法庭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
纽带作用，努力实现矛盾纠纷的就地化
解。推进以中心法庭为主、巡回审判点
为辅的法庭布局形式，优化人民法庭布
局，构建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网络。人
民法庭可以依法直接受理和执行案件，
并将其直接受理和执行案件的范围通过
适当方式在本辖区内公布。

20.加强巡回审判工作。对于边远
地区等交通不便地区，要以方便人民群
众诉讼为出发点，尽可能就地立案、就地

开庭、就地审理、就地执行；要以便于
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为出发点，深入到
企业、社区等群众集中、纠纷集中的地
区进行巡回审判。大力推广车载法庭
等巡回审判模式，让“流动的人民法
庭”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诉讼的需
求。

21.建立健全特定类型案件的“快
立、快调、快审、快执”机制。对于追索
工资报酬、工伤赔偿等涉及广大职工
和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案件以及追索赡
养费、抚育费、扶养费等案件，应当按
照“快立、快调、快审、快执”的原则，尽
快受理，适时调解，及时判决、执行。

22.积极推进和规范调解工作。
对双方当事人均有调解意愿且有调解
可能的纠纷、家庭与邻里纠纷、法律规
定不够明确以及简单处理可能失之公
平的纠纷，应当在充分尊重双方当事
人意愿的情况下，优先运用调解方式，
快速化解矛盾。加强对调解协议的司
法确认工作，实现诉讼调解与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的有效对接，
完善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调处化
解矛盾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23.不断改进司法作风。要善于
运用人民群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
和方式进行沟通交流，充分尊重公序
良俗，坚决克服对诉讼参与人冷硬横
推的现象，坚决消除门难进、脸难看、
话难听、事难办等不良作风，坚决杜绝
任何刁难诉讼参与人的现象。

三、加强领导，切实保障，确
保司法便民利民工作取得实效

24.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民法
院要高度重视司法便民利民工作，院
党组要把做好司法便民利民工作摆上
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
领导具体抓，班子成员共同抓，做到措
施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切实抓
好各项制度、措施的落实。

25.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各级人
民法院要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和

政协对司法便民利民工作的支持，加
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为司法便
民利民工作在经费等方面提供切实保
障。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本辖区内
人民法院司法便民利民工作的指导、
支持和监督，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使这一工作更加科学规范。

26.全面加强信息化建设。各级
人民法院要以“天平工程”建设为载
体，加快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
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充分
发挥现代科技信息手段在司法便民利
民方面的作用。因地制宜地推行远程
立案、网上立案、网上办案、网上公告、
预约办案、电子签章、电子送达、视频
提讯等便民措施；通过 12368 诉讼服
务热线、电子触摸屏、微博、微信、手机
短信等载体为当事人提供方便快捷的
司法服务。

27.加强便民利民的场所设施建
设。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实际情况配
备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等诉讼参与人
的候审室或者休息室，在法庭所在区
域配备必要的物品保管箱、饮水器具、
复印机等便民设施；为行动不便的伤
病患者、残疾人、老年人等参加庭审活
动提供无障碍设施等便利。

28.积极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各
级人民法院要自觉接受同级人大、政
协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注重发挥人
民陪审员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作
用，多渠道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建
议，畅通民意沟通和反馈机制，勇于
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弥补工作中
的不足，不断完善司法便民利民制度
措施。

29.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各级人
民法院要通过多种方式加强法制宣
传，使人民群众在充分了解司法便民
利民措施的同时，发挥司法裁判规范、
指导、评价、引领社会价值的重要作
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着力
推动全民守法。

30.及时总结先进经验。各地人
民法院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总结成
熟的经验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
级人民法院在积极改进和完善自身司
法便民利民工作的同时，应当及时总
结下级人民法院的典型经验，推进司
法便民利民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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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司法便民利民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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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路桂柱申请宣告冉秀华死亡一案，经查：冉秀
华，女，1979年3月18日出生，土家族，户籍地重庆市酉阳县
龚 滩 镇 马 鞍 城 村 2 组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513524197903186364，于 2009 年 11 月 19 日离家 （天津市东丽
区万新街成林道原家具十场宿舍大院）后下落不明，至今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冉秀华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良海申请宣告付相芹死亡一案，经查：付相
芹，女，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原住重庆市綦江区赶水
镇风门村8社，于1989年8月10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25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付相芹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林红绸申请宣告柳金垂失踪一案，经查：柳金
垂 ， 男 ， 1976 年 2 月 6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50582197602060515），汉族，原住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高坑
村下堡 107号，于 2007年间离家后失踪，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柳金垂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
将依法宣告柳金垂失踪。 [福建]晋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明花宣告韩有俊死亡一案，经查：韩有俊，
男，1959年 1月 2日出生，汉族，系窑街煤电集团金河煤矿工
人，住兰州市永登县河桥镇乐山村四社 490 号，身份证号：
620111590102051。于 2010年 7月 17日离家出走后，至今下落
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韩有
俊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甘肃]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骆展华申请宣告钟少芳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 钟 少 芳 ， 女 ， 1971 年 4 月 4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12219710404062X，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从化市太平镇
水南村三多队广从路边 185号，于 1999年 3月起，下落不明已
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钟少芳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从化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向北顺申请宣告阮月带死亡一案，经查：阮月
带，女，1955年 11月 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
区 横 荷 街 道 办 事 处 百 加 村 委 会 坑 心 村 ， 身 份 证 号 码
441802551117004。阮月带于 1998 年 6 月中旬起下落不明已满
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郎俊芳申请宣告陈万荣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陈万荣于 2010年 11月 4日起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陈万荣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黑龙江]双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志刚申请宣告滕晓雪失踪一案，经查：滕晓
雪，身份号码 23062119890203284x，女，1989 年 2 月 3 日出
生，汉族，原住地址肇源县福兴乡。于 2012年 5月外出打工，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滕晓雪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肇源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然玉、陈博鉴申请宣告陈红卫死亡一案，经查
被申请人陈红卫，女，1964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下落不明
前居住邯郸市邯山区黎明街12号1栋1单元10号。被申请人陈
红卫于2010年7月12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陈红卫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北]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久新申请宣告赵桂芬死亡一案，经查：赵桂

芬，女，195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无职
业，失踪前住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李家墩二村1-103号，身
份证号码：420111195404180542。于2010年7月19日上午随丈
夫外出买菜走失未归，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赵桂芬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见到本公告后自即日起与本院民三庭联系 （联系电话：027—
87615743）。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守成、侯少玉申请宣告刘刚死亡一案，经查：

刘刚，男，1991年 10月 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钟祥市张
集镇张畈村一组 9号，于 2010年 5月 14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刘刚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湖北]钟祥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显林、易永琴申请宣告周超死亡一案，经查：
周超，男，1982 年 12 月 22 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浠水县人，
失踪前住湖北省浠水县清泉镇胡家坪农业队二组，公民身份号
码：421125198212220012.于2006年6月起，至今下落不明，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周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湖北]浠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顺利申请宣告戴海珍失踪一案，经查：戴海
珍，女，1974 年 8 月 19 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
422323197408194121，住址：湖北省赤壁市柳山湖镇团山村二
组18号，于2012年4月起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吴顺利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赤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陈德兰、李相龙申请宣告李启文失踪一

案，经查，李启文，男，生于 1965年 11月 22日，公民身份号
码：42262619651122641X，汉族，农民，住湖北省房县土城镇
大河村 1组 54号，于 2011年 11月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启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
宣告李启文失踪。 [湖北]房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方爱忠申请宣告杨明富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杨明富，男，1954年 12月 15日出生，汉族，原住农业银行
岳阳巴陵支行新路口家属区于 2007年 6月 9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杨明富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豆文清申请宣告豆武坤死亡一案，经查：豆武
坤，男，1976年 4月 4日生，汉族，湖南省安仁县人，住安仁
县城西居委会莲子巷 4号。于 1994年 8月 1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豆武坤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安仁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柏承平、柏承源申请宣告乐小翠失踪一案，经
查：乐小翠，女，197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宁远县鲤溪
镇下柏万城村 5组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乐小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谌秋风申请宣告刘立平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刘立平，男，汉族，1965年10月5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南省怀
化市迎丰东路5号，公民身份号码433001651005041，于2002年
起，下落不明己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
望刘立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冯申请宣告夏天美死亡一案，经查：夏天美，
女 ， 1974 年 12 月 30 日 出 生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621197412306526，汉族，住海安县雅周镇鸭湾村十一组52
号，系申请人赵冯之母，于2002年夏天美外出，至今未回，杳
无音讯。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夏天美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石正才申请宣告石克干失踪一案，经查：石克干，
男，汉族，居民身份号码321028193708113015，于2010年外出失
踪，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
望石克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苑榕申请宣告徐利峰死亡一案，经查：徐利峰，
男，1962年5月27日生，汉族，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原住址山
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建设南路工业局宿舍，原在忻州市石英厂工作，
1999年下岗，身份号码142201196205271451，于2007年10月26日
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徐
利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西]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坤申请宣告李啊平死亡一案，经查：李啊平，
女，1963年 11月 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陕西省华阴市华
山镇五方管区杨城村三组，于 2008年 4月 2日起下落不明。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啊平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陕西]华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龙伍伦、龙伍洪、龙五蓉、龙伍琴申请宣告龙元
志失踪一案，经查：龙元志，男，1937年 10月 11日出生，四
川省彭州市人，汉族，居民，系申请人的父亲，住四川省彭州
市小鱼洞镇草坝村 14组，于 2007年 10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已。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龙元志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虞梅林申请宣告虞永兴死亡一案。经审查，虞永
兴，男，192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原住宁波市江东区江南居
委会横档。2009年3月30日虞永兴从宁波市江东区江南居委会横
档家中走失，至今未找到。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虞永兴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浙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金修猛申请金文件失踪一案，于2014年5月16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10月 17日依法作
出 （2014） 新民特字第 00004号判决书，宣告金文件失踪。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新沂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邹亦菲申请刘雪失踪一案，于2014年7月30日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11月 5日依法作出
（2014）拜民特字第4号判决书，宣告刘雪失踪。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黑龙江]拜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成林、张金花申请宣告刘轲死亡一案，于2014
年 8月 1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11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4)二七民特字第 1 号判决书，宣告刘轲死
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敏申请刘井林死亡一案，于 2013年 10月 25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10月 27日依法作
出（2013）丰民特字第0002号判决书，宣告刘井林死亡。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丰县人民法院

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

本报南京 12 月 4 日电 （记者 娄银
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今天二审开庭审理一
起1.6亿元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江苏高院院
长许前飞担任该案审判长。社会各界近500人
旁听了庭审。

案情回放：
两万余吨废酸直接倒入河中

这起案件始于 2011 年，当时戴卫国、姚
雪元等人买来危险品运输车辆、船舶，以从事
废酸销售的名义，与泰兴经济开发区的多家
化工企业联系，将企业产生的废酸直接倒入
内河，由企业付费。这些运输废酸的船舶都
经过改装，一船 2 吨重的废酸 8 分钟就能倒
完。几个月的时间，几人将两万余吨的废酸
直接倾倒进如泰运河、古马干河，导致水体
污染严重。2013 年 2 月，戴卫国、姚雪元等
人在向古马干河倾倒废酸时，被环保部门现
场抓获。今年 8 月，泰兴市人民法院以戴卫
国等14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
九个月至二年零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41万
元至16万元不等。

今年9月10日，此案民事赔偿部分由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作为原告

的泰州市环保联合会称，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
司、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非法处
置危险废物，导致河流受到严重污染，损害了
生态环境的安全，危害了公众身体健康和正常
的生产生活需要，应当承担环境污染损害的赔
偿责任，请求法院判决这 6 家企业共计赔偿
1.65亿余元。

泰州中院经审理查明，在 2012 年 1 月至
2013年2月间，六被告违反法律规定，将产生
的25934.795吨废酸，提供给无危险废物处理
资质的主体偷排于如泰运河、古马干河，导致
水体严重污染。经评估确定，这些废酸造成的
环境污染损害，修复费用为1.6亿余元。在经
历了 10 个小时的庭审后，法院一审当庭判
决 ： 6 家 化 工 企 业 赔 偿 环 境 修 复 费 用
160666745.11元，用于泰兴地区的环境修复。

今天的庭审进行了4个多小时，审判长宣
布休庭，择时继续审理。

庭审看点：
1.6亿元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这1.6亿多元的环境赔偿费用是如何确定
的？二审的焦点又在哪呢？

对于环境污染的赔偿问题，我国目前缺乏

相关法律依据。据介绍，该案一审时，泰州中院
是根据环保部出台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
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来确定赔偿金额的。该案虚
拟治理成本为3660万元，根据受污染河流的敏
感程度确定的系数为4.5倍，属于中间值，最终
确定为 1.6 亿余元。因此，该案二审如何判决，
自然引发各方高度关注，并对今后的类似环境公
益诉讼具有示范性。

在今天的法庭辩论阶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
双方围绕审判长归纳的四项争议焦点进行了辩
论：一是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是否具有提起环境公
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二是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
法；三是原审被告处分涉案废酸的行为和环境损
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四是损害结果如
何认定。

毫无疑问，案件的巨大赔偿金额是很吸引人
们眼球的，同时此次提起诉讼的主体是泰州环保
联合会，是一个公益组织，因此这也是一场公益
诉讼。公益诉讼在国内一直处于探索的盲区。泰
州环保联合会作为该案诉讼主体，因此成为双方
争论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哪些机关、哪些组织可
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一直是困扰环保公益诉讼
的很大的难题，因此这次二审如何判决，对于诉
讼主体认定，对今后类似的环境公益诉讼都具有
示范作用。

各界评说：
该案具有标杆作用

“从不受理到一审胜诉，还创下最高赔付纪
录，具有很好的示范性。”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
中心副主任马勇这样评价泰州中院的一审判决。

这起官司一审立案就让国内环保人士兴奋不
已。“有这么高的赔付额，这是第一起。”据马勇
介绍，中华环保联合会是环保部直属机构，曾在
多地提起环境公益诉讼。2013 年，中华环保联
合会在全国提起的8起环境公益诉讼，均没有得
到立案，理由都是主体不适格。

这起案件今天能顺利进入二审，多家媒体认
为，这得益于江苏高院的关心和当地政府的“不
关心”。

据了解，担任该案主审法官的许前飞此前是
云南省高院院长，云南省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创
造了好几个全国先例。而且，江苏省2013年提
出要在全国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这些背景是江苏高院推进这起案件的主要原因。

当地政府的“不关心”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环境公益诉讼之难，主因便是行政干
预。而在这起案件一审起诉前，泰兴市环保局向
泰兴市委、市政府汇报这项工作，市委、市政府
均表示支持行政执法与司法机关办案。

始终对本案高度关注的南京大学法学教授邱
鹭风认为，这起案件具有标杆作用，由公益机构
出来诉讼，并且得到支持，江苏法院能够大胆裁
决，说明我国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已经落实到司法
实践当中了。

1.6亿元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二审开庭
江苏高院院长担任审判长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4日电 新华社
记者 4 日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了解
到，呼格吉勒图案依法决定再审后，内蒙古高
院已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目前，
本案再审工作正依法按程序顺利开展。

据介绍，申诉人李三仁夫妇的代理律师已
经完成阅卷工作，并复印了卷宗中的有关资
料。关于代理律师提出申请本案开庭审理及调
取涉嫌故意杀人、强奸案被告人赵志红案的有
关材料等意见，合议庭已于12月3日向申诉人
及其代理律师作出明确答复。由于本案原审被
告人呼格吉勒图已经死亡，根据刑诉法解释第
384条第3款规定，决定本案不开庭审理。但
不开庭不等于不公开，本案的审理过程、裁判
理由、裁判结果都会最大限度地依照法律的规
定向社会公开。代理律师可以通过阅卷、提交
代理意见等方式行使诉讼权利。对申诉人代理
律师提出的申请调取赵志红案有关材料的意
见，合议庭认为，被告人赵志红涉嫌故意杀
人、强奸案法院尚未作出判决，目前赵志红案
的相关材料还没有法律上的结论，依据刑诉法
解释第52条的规定，故不予调取。

同时，本案合议庭已于12月3日告知检察
机关和申诉人的代理律师，尽快向法院提交检
察意见和代理意见。有关呼格吉勒图案的下一
步进展情况，会及时向社会依法公开。

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
再审正依法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