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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30日（总第6539期）

本院于2015年11月20日裁定受理古浪河水利实业开发服
务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12月4日指定古浪河水利实
业开发服务公司破产清算组为古浪河水利实业开发服务公司的
管理人。债权人应在2016年3月30日前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
（申报地址：古浪县人民法院民二庭）。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担
保并提交有关证据。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本院定于2016年5月20日在古
浪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望债权人
准时参加。 [甘肃]古浪县人民法院

因遵义市玻璃厂破产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经对破产
人遵义市玻璃厂的财产进行清算，破产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职
工工资，无财产可供分配其他债权人，请求法院终结遵义市玻璃
厂破产清算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
之规定，本院于2015年12月5日以（2007）汇民破字第1-2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终结遵义市玻璃厂破产清算程序。

[贵州]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
2006年8月14日，本院根据河南天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河南天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
明，河南天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本院认为，河
南天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河南天使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申请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的理由符合《破产
法》的规定，应予准许。本院于2015年11月25日依法裁定终结河
南天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年9月8日，本院根据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
经湖北佳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2015年9月15日，湖北
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为44836.38万元，负债总额为
133782.08万元，净资产为-88945.71万元。本院认为，债务人湖
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现已严重资不抵债，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5年
12月8日裁定宣告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湖北]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
因江苏兴达利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工作已

完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本院于2015年12月12日裁定终结江苏兴达利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5年12月23日裁定受理南通光华服装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南通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南通光华服装有限公司管理人。南通光华服装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2016年2月2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该公司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债权申报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崇川路1号、联系
人：方建华、联系电话：13706299500。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孙思良的申请于2015年11月3日受理烟台德生蚨

置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烟台瑞成资产清算有限公司
为管理人。债权人应于2016年2月1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
址：烟台市芝罘区西南河路175-7号；邮编：264001；电话：0535-
6217925），逾期未申报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
十六条处理。烟台德生蚨置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3月3
日上午9时30分在烟台维汀花园酒店一楼（烟台市芝罘区环山
路114号）召开。债权人应准时参加，并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身份
证件，律师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的

申请于2015年12月23日裁定受理布莉丝日用品（建德）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12月23日指定浙江国圣律师事务
所为布莉丝日用品（建德）有限公司管理人。布莉丝日用品（建
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截至2016年3月5日前，向布莉丝日用
品（建德）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杭州西湖区文三路249号
联强大厦A座15楼 邮政编码：310012 联系人：郑奕 联系电
话：1361581729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布莉丝日用品（建
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布莉丝日用品（建
德）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3月

15日10时在建德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建德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的
申请于2015年12月23日裁定受理美通家居（建德）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12月23日指定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为
美通家居（建德）有限公司管理人。美通家居（建德）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截至2016年3月5日前，向美通家居（建德）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杭州西湖区文三路 249 号联强大厦 A 座 15 楼
邮政编码：310012 联系人：郑奕 联系电话：13615817298）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美通家居（建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美通家居（建德）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3月15日9时在建德市人民法院第
七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5年3月30日，本院根据黄爱芬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星
际物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明，债务人浙江星际物流有
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为零，已经不足以清偿公告费等各种破
产费用。本院认为：浙江星际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宣告浙江星际物流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5年12月16日宣告浙江
星际物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星际物流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依据衢州裕兴五金电器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12
月 9 日裁定受理衢州裕兴五金电器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5年12月9日指定浙江中桥律师事务所担任衢州裕兴五金电
器有限公司管理人。衢州裕兴五金电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6年3月30日前，向衢州裕兴五金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浙江省开化县芹阳办事处江滨北路8号司法局四楼；邮政
编码：324300；联系电话：0570-6468000、18057081809；联系人：
盛兴中）申请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
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衢州裕
兴五金电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衢州裕兴五
金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
4月8日上午9点在开化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召开第一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请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开化县人民法院
本院依据开化县致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

12月11日裁定受理开化县致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5年12月11日指定浙江中桥律师事务所担任开化县
致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开化县致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3月8日前，向开化县致远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开化县芹阳办事处江滨北路8号司
法 局 四 楼 ；邮 政 编 码 ：324300；联 系 电 话 ：0570- 6468000、
18057081809；联系人：盛兴中）申请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开化县致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向开化县致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6年3月18日上午9点在开化县人民法院第四
审判庭召开第一债权人会议。依法申请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
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开化县人民法院

申 请 人河南晟昌实业有限公司因 号 码 为 10200052/
24358040，出票人为河南明泰陶瓷制品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为
1708026009042001223、付款人为许昌长葛支行营业室、收款人
为长葛市贝浪瓷业有限公司、收款人账号为626608990、收款人
开户银行为中国民生银行许昌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4年
11月10日、到期日期为2015年5月9日、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的
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
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长葛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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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
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
环境友好中心诉谢知锦等四
人破坏林地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29日，谢知锦等四人未

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扩大采矿范
围，采取从山顶往下剥山皮、将采矿产生
的弃石往山下倾倒、在矿山塘口下方兴
建工棚的方式，严重毁坏了28.33亩林地
植被。2014年7月28日，谢知锦等人因
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被判处刑罚。
2015 年 1 月 1 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
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福
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下简称绿
家园）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在
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
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134 万元；如不
能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应赔
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10 万余元；共同
偿付原告为诉讼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
及其他合理费用。

【裁判结果】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谢知锦等四人为采矿占用林地，不仅
严重破坏了28.33亩林地的原有植被，还
造成了林地植被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生
态服务功能的损失，依法应共同承担恢复
林地植被、赔偿生态功能损失的侵权责
任。遂判令谢知锦等四人在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个月内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
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
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
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
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27
万元，用于原地或异地生态修复；共同支
付原告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为诉讼支
出的其他合理费用16.5万余元。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

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原告主体资
格的审查、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以及生
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等问题。本
案判决依照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最
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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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确认了自然之友、绿家园作为公益诉
讼原告的主体资格；以生态环境修复为
着眼点，判令被告限期恢复被破坏林地
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
三年，进而实现尽快恢复林地植被、修复
生态环境的目的；首次通过判决明确支
持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
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请求，提高了破坏
生态行为的违法成本，体现了保护生态
环境的价值理念，判决具有很好的评价、
指引和示范作用。

二、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
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
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振华公司）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
深加工产品制造的企业，位于山东省德
州市区内。振华公司虽投入资金建设脱
硫除尘设施，但仍有两个烟囱长期超标
排放污染物，造成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
周围居民生活。2014年，振华公司被环
境保护部点名批评，并被山东省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多次处罚，但其仍持续
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2015年3月25
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振华公司立即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
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经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方
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赔偿因超标排放
污染物造成的损失 2040 万元及因拒不
改正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造成的损失
780 万元，并将赔偿款项支付至地方政
府财政专户，用于德州市大气污染的治
理；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

道歉；承担本案诉讼、检验、鉴定、专家证
人、律师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费用。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
案后，向振华公司送达民事起诉状等诉
讼材料，向社会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并向
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告知本案受理情况。
德州市人民政府、德州市环境保护局积
极支持、配合本案审理，并与一审法院共
同召开协调会。通过司法机关与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联动、协调，振华公司
将全部生产线关停，在远离居民生活区
的天衢工业园区选址建设新厂，启动老
厂区搬迁工作。2015年9月21日，法院
组织原、被告双方质证，就相关证据材
料、被告整改情况等问题见面沟通、交换
意见。本案尚在审理之中。

【典型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要依法

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支持
政府部门行使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职
责，督促企业在承担环境保护义务与责
任基础上更好的经营发展。本案是新环
境保护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针
对大气污染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立案受理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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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高人民法院、民政
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的要求，及时与政
府部门沟通，发挥司法与行政执法协调
联动作用，促使被告及时停止污染行为，
主动关停生产线，积极整改，重新选址，
搬离市区，防止了污染及损害的进一步
扩大，促进振华公司向节能环保型企业
转型发展。本案虽然尚未审结，但上述
做法符合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原则
和工作要求，所取得的阶段性审理成效
值得肯定。

三、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
诉储卫清、常州博世尔物资再
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
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储卫清经常州市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世尔公司）同意，使
用该公司场地及设备，从事“含油滤渣”的
处置经营活动。其间，无锡金科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明知储卫清不
具备处置危险废物的资质，允许其使用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以该公司名义从无
锡翔悦石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悦
公司）、常州精炼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精炼公司）等处违规购置油泥、滤渣，提炼
废润滑油进行销售牟利，造成博世尔公司
场地及周边地区土壤受到严重污染。
2014年7月18日，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提
起诉讼，请求判令储卫清、博世尔公司、金
科公司、翔悦公司、精炼公司共同承担土
壤污染损失的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

组成由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的
合议庭审理本案，依照法定程序就环境污
染损害情况委托鉴定，并出具三套生态环
境修复方案，在受污染场地周边公示，以
现场问卷形式收集公众意见，最终参考公
众意见、结合案情确定了生态环境修复方
案。法院认为，储卫清违反国家规定，借
用金科公司的危险废物经营资质并以该
公司名义，将从翔悦公司、精炼公司购买
的油泥、滤渣进行非法处置，污染周边环
境；博世尔公司明知储卫清无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为储卫清持续实施环境污染行
为提供了场所和便利，造成其场地内环境
污染损害结果的发生；翔悦公司、精炼公
司明知储卫清行为违法，仍然违规将其生
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储卫
清处置，未支付处置费用，还向储卫清收

取危险废物价款。五被告之行为相互结
合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遂判令五被告
向江苏省常州市生态环境法律保护公益
金专用账户支付环境修复赔偿金283万余
元。一审判决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
诉。判决生效后，一审法院组织检察机
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鉴定机构以
及案件当事人共同商定第三方托管方案，
由第三方具体实施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
治理和修复。

【典型意义】
环境侵权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

术性，对于污染物认定、损失评估、因果关
系认定、环境生态修复方案等问题，通常
需要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作出评判。受案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邀请环境保护专家担
任人民陪审员，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评
估，制作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很好的发挥
了技术专家和专业机构的辅助与支持作
用。此外，受案法院将土壤修复方案向社
会公布、听取公众意见，保障了公众对环
境修复工作的有效参与；引入第三方治理
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环境修复交由
专业公司实施，既有利于解决判决执行的
监管，也有利于提高污染治理效率。

四、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
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1995年，曲忠全承包一处集体土地种

植樱桃。2001年，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富海公司）迁至曲忠全樱
桃园毗邻处从事铝产品生产加工。2009
年4月，曲忠全提起诉讼，请求富海公司停
止排放废气，赔偿其损失501万余元。为
证明其主张，曲忠全提交了烟台市牟平区
公证处勘验笔录、烟台市农产品质量检测
中心出具的樱桃叶片氟含量检测报告等
证据。后经双方共同选定和取样，一审法
院委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对
樱桃叶片的氟化物含量予以检测，检测报
告表明：距离富海公司厂区越近，樱桃叶
片氟化物含量越高。富海公司提供樱桃
树叶氟含量检测报告、厂区大气氟化物含
量检测报告、烟台市牟平区气象局出具的
2008年2月至2009年5月的气候情况等
证据，拟证明其不存在排污行为，曲忠全
樱桃园受到损害系气候原因所致。

【裁判结果】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

令富海公司停止排放氟化物，赔偿曲忠
全损失 204 万余元。曲忠全、富海公司
均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二审判令富海公司赔偿曲忠全224万
余元。富海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曲忠全
提交的公证勘验笔录和检测报告，与相
关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一审法院委
托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等证据相互
印证，足以证明曲忠全的樱桃园受到损
害，富海公司排污，排污和损害之间具有
关联性，已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富海公
司作为侵权人，其提交的樱桃树叶氟化
物含量检测报告中距离厂区越近浓度越
低的结论有悖常识；厂区大气氟化物含
量检测报告系 2010 年 5 月 7 日作出，与
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天气原因
亦不能否定排污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
关系。考虑到确实存在天气恶劣等影响
樱桃生产的原因，二审法院酌情判令富
海公司对曲忠全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
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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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
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

供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被侵权人的损
害；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
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明材
料。本案判决作出于上述司法解释之
前，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果
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同时，要求被
侵权人就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
关联性负举证证明责任，对于细化被侵
权人和污染者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衡
平双方利益具有典型意义，体现了审判
实践在推进法律规则形成、探寻符合法
律价值解决途径中的努力和贡献。同
时，本案判决运用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
及专业机构的鉴定报告等作出事实认
定，综合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合理
划分责任范围，在事实查明方法和法律
适用的逻辑、论证等方面提供了示范。

五、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
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
纠纷案

【基本案情】
沈海俊系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

（以下简称机械设计院）退休工程师，住
该院宿舍。为增加院内暖气管道输送压
力，机械设计院在沈海俊的住宅东墙外
侧安装了增压泵。2014年，沈海俊认为
增压泵影响其休息向法院提起诉讼。后
双方达成和解，沈海俊撤回起诉，机械设
计院将增压泵移至沈海俊住宅东墙外热
交换站的东侧。2015年，沈海俊又以增
压泵影响其睡眠、住宅需要零噪声为由，
再次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机械设计院停
止侵害，拆除产生噪声的增压泵，赔偿其
精神损害费1万元。根据沈海俊的申请，
法院委托蚌埠市环境监测站对增压泵进
行监测，结果显示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
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

【裁判结果】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一审

认为，经监测，增压泵作为被测主要声源，
在正常连续工作时，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
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沈
海俊关于增压泵在夜间必须是零噪声的
诉讼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
驳回沈海俊的诉讼请求。安徽省蚌埠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环

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
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
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与一般
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同，环境
噪声侵权行为人的主观上要有过错，客观
上须具有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
的违法性，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因
此，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是判断排放行为是否构成噪声污染侵
权的依据。经委托鉴定，在增压泵正常工
作过程中，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并未
超过国家规定标准，不构成噪声污染，机
械设计院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本
案判决有利于指引公众在依法保障其合
法权益的同时，承担一定范围和限度内的
容忍义务，衡平各方利益，促进邻里和睦，
共同提升生活质量。

六、袁科威诉广州嘉富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噪声污染
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袁科威购买了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富公司）开发的商
品房。2014年2月，袁科威委托中国科
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测试分析中心对其
居住的房屋进行环境质量监测。该中心
作出的环境监测报告显示袁科威卧室夜
间的噪声值超过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
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

限值标准。袁科威认为住宅电梯临近
其房屋，电梯设备直接设置在与其住
房客厅共用墙之上，且未作任何隔音
处理，致使电梯存在噪声污染。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嘉富公司承担
侵权责任。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质
量合格，住宅设计和电梯设计、电梯安
装均符合国家规定并经政府部门验收
合格，故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

审认为，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在设
计、建筑、安装均符合国家相关部门的
规定并经验收合格才投入使用，且电梯
每年均进行年检并达标，但这只能证明
电梯能够安全运行。袁科威购买的房
屋经监测噪声值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构
成了噪声污染。嘉富公司提供的证据
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房屋超标噪声不
承担责任或者存在减轻责任的情形。
一审法院判令嘉富公司60日内对案涉
电梯采取相应的隔声降噪措施，使袁科
威居住的房屋的噪声达到《民用建筑隔
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
噪声最高限值以下；逾期未达标准，按
每日100元对袁科威进行补偿；支付袁
科威精神抚慰金1万元。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电梯是民用建筑的一部分，电梯

的设计、建设与安装均应当接受《民用
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
的调整。经过监测，涉案电梯的噪声
值已经超过国家标准，构成噪声污
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
定，嘉富公司要对其行为与损害不存
在因果关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承担
举证证明责任。在嘉富公司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袁科威对涉案电梯噪声超标
存在过错或故意，亦不能证明噪声超
标系第三人、不可抗力、正当防卫或紧
急避险等原因造成，其不存在法律规
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
形，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的
审理结果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尤其
是生产经营者要在机械设备的设计、
建造、安装及日常运营过程中，关注噪
声是否达标，自觉承担应有的环境保
护社会责任。

七、梁兆南诉华润水泥
（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
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5日，上思县水产畜牧

兽医局接到梁兆南报告，梁兆南所承包
的下走水库因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所属华润水泥
厂所排入的污水污染致使大批鱼类死
亡。该局与县环境监测大队、思阳镇政
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多次前往现
场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下走水库水质
发黄混浊，水库周围靠近岸边的水面及
其他水面出现死鱼；华润水泥厂的排水
沟有水泥、煤炭等粉灰不断排入水库。
上思县渔政管理站出具的《现场检查
（勘验）笔录》记载，华润水泥厂位于水
库上游，有水沟直接排到水库。上思县
水产畜牧兽医局会同思阳镇政府、六银
村、龙怀村及华润公司等单位到现场勘
察，发现库中鱼类基本死亡。梁兆南提
起诉讼，主张华润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经法院委托鉴定确认，梁兆南的鱼类损
失为11万余元。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

一审认为，华润公司有污染源进入梁兆
南的养殖水库，其水库中鱼类基本死
亡。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出具的调
查报告，是在联合调查组三次现场勘

察、对周边群众进行询问后形成的，并
无违法情形，调查报告得出下走水库鱼
类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的
结论，应予采信。华润公司存在污染侵
权行为，其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行
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其应承
担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赔偿下走水库
鱼类死亡的损失。一审法院判令华润
公司赔偿梁兆南经济损失11万余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污染具有易逝性、扩散性，污

染事件发生后，必须尽快收集、固定相
关证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职
权或应当事人申请对污染者、污染物、
排污设备、环境介质等进行查封、扣
押、记录、检测、处罚，形成的行政文书
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本案污染事故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
及时介入，成立联合调查组，出具调查
报告，固定、保全证据，为受案法院准
确认定案件事实奠定良好基础。受案
法院根据调查报告等，认定华润公司
有污染行为，梁兆南承包的水库确有
鱼类死亡的损害事实存在，水库鱼类
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本
案对促进行政、司法联动，发挥行政文
书的证明作用，解决环境侵权案件的
举证难问题具有示范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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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
染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
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
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
据。”进一步肯定了本案的做法。

八、周航诉荆门市明祥
物流有限公司、重庆铁发遂
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水污染
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0日，荆门市明祥物

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祥物流公司）
所有的油罐运输车，在重庆铁发遂渝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渝高
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
生意外事故，所载变压器油泄漏。事
故发生后，遂渝高速公司及时处理交
通事故，撒沙处理油污路段。经铜梁
县环境保护局现场勘验，长约1公里、
宽约 10 米的路面被泄漏的变压器油
污染。泄漏的变压器油顺着高速公路
边坡流入高速公路下方雨水沟，经涵
洞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鱼塘水面有
大面积油层漂浮。经铜梁县环境监测
站监测，鱼塘挥发酚、石油类浓度均超
标。经鉴定，周航损失鱼类经济价值
为35万余元。周航提起诉讼，要求明
祥物流公司、遂渝高速公司承担侵权
责任，赔偿其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明祥物流公司运输车辆在遂渝高
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
意外事故，变压器油泄漏，导致周航承
包的鱼塘中鱼类死亡，明祥物流公司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渝高速公司作
为事故路段的管理者，应充分了解其
控制、管理路产的周边情况，在交通事
故导致变压器油大量泄漏并可能导致
水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启动
应急预案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
源，防止损害的扩大。遂渝高速公司
在事故发生后仅应急处理路面交通情
况，并未对该路段周围油污进行清理，
致使油污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造成进
一步损害，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次
要的赔偿责任。遂判令明祥物流公司
承担70%的赔偿责任，遂渝高速公司
承担30%的赔偿责任。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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