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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委员长会议2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
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
会议7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栗
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杨振武汇报了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意见等。全国

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高虎城汇报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
查有关情况、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决议草案有关情况。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
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

环资委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
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草
案的议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
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
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
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会议。

栗战书主持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委员长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7月9日起举行

本报北京7月2日电 （记者 李
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
书记郭声琨2日在京会见新加坡副总理
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

郭声琨说，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方将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
引下，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
识，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

希望双方执法安全部门加强禁毒、反恐、
追逃追赃、打击电信诈骗等跨国犯罪方
面的合作，为维护两国及地区安全稳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张志贤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包括执
法安全在内的各领域合作。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公安部
副部长孟庆丰、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汉
晖，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参加会见。

郭声琨会见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副
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 郝 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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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简报 （据新华社）

本报北京7月2日电 （记者 罗
书臻 孙 航）今天上午，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联合国环境署、欧洲
环保协会共同举办的环境司法国际研讨
会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
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表示，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希望同与会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不断
深化在环境司法领域务实合作，共同为加
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全球生态安
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
献。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比尤
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任埃
里克·索尔海姆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周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院向出席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
他说，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
成果，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
要求。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中
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改革发展
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位置，坚定贯彻新发
展理念，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
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加强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
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促进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强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指引下，中国不断完善环境立法，持续强
化环境执法，切实加强环境司法，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发展生态
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写入宪法，民法总则
把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确立
为民事活动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
强调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

不断充实基层执法力量，推进联合执法、
区域执法、交叉执法，依法严厉打击环境
违法行为。各级法院把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贯彻到司法审判各领域、各环节，推
进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建设，加强环
境资源案件审理，促进环境司法理论研
究，推动中国环境司法不断向前发展。

周强指出，中国法院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努力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一是积
极推动构建科学的环境诉讼制度体系，

创新发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和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实现对生
态环境的全方位司法保护。二是加强
重点环境资源案件审理，并将自然恢
复和生态修复作为承担环境责任的主
要形式，促进区域环境状态和功能的
整体恢复和提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环境权益。三是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
判能力和水平，着力构建智力支持平
台，加快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充分利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深度挖掘

应用海量案例资源，为环境资源审判
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周强表示，希望通过本次会议，进
一步学习借鉴与会各国在环境司法方
面的成功经验，不断深化同与会各国
及有关国际组织在环境司法领域的务
实合作，共同为加强全球生态环境保
护、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建设清洁美丽
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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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开幕 周强致辞表示

深化环境司法领域国际合作 共同加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

图为周强同与会代表合影。 孙若丰 摄

本报北京7月2日电 （记者 罗书臻）今天上午，中
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会见了
出席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的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
比尤斯和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
海姆。

周强对法比尤斯和索尔海姆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司法等情况。他说，中国高度重视生
态文明建设，习近平主席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
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
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共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中国写入宪法。中国法院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引，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充分发挥
司法职能作用，大力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努力为建设生
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周强表示，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法国在环境司
法领域长期以来保持着密切交流，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
果，希望今后在人员培训、案例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务
实合作，共同为促进全球环境治理、加强全球生态环境保
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法比尤斯高度评价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取得的成就，
认为中国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
作出的承诺和行动令人印象深刻，切实发挥了大国的领导
作用。 ⇨⇨下转第二版

周强会见法比尤斯和索尔海姆

周强会见法比尤斯和索尔海姆。 孙若丰 摄

本报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者
罗书臻 孙 航）今天上午，环境司
法国际研讨会举行“重点流域生态环
境的司法保护”分论题研讨，中华人
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第三巡回法庭庭长江必新作
了主旨发言。

江必新表示，水是人类文明的摇
篮，中国政府对中国重点流域存在的
生态环境问题高度关注。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今年4月主持召开深入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调要正
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
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
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
身发展和协同发展五大关系，推动长
江经济带科学、有序、高质量发展，
为各重点流域的生态保护和区域协调
发展指明了方向。

江必新表示，中国法院始终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

念，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理念，推动流域自然资源
的合理有序利用；践行保护优先原
则，加大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
为的惩处力度；促进高质量发展，
通过司法审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注重区域
协同，对于流域内环境公益诉讼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行集中管
辖，努力打造共建共享的环境治理新
格局。

江必新表示，中国法院还充分发
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维护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合法
环境权益，服务保障美丽中国建设：
准确把握重点流域以水为核心的生态
特征，扎实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
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督
促和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源头治理
和全程治理职责，助力打赢蓝天保卫
战； ⇨⇨下转第二版

江必新在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时表示

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 维护群众合法环境权益

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通过《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共识》
本报北京7月2日电 （记者 罗

书臻） 今天下午，环境司法国际研讨
会在通过 《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共
识》（以下简称 《共识》） 后圆满闭
幕。

《共识》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人类
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各方代表深刻赞同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
保护的协调共进，倡导推动形成绿色生
产和生活方式，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共识》强调，司法在环境治理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呼吁各国环境法
官以实现公平正义和执行环境法律、推

动环境法治体系的完善为己任，通过
司法裁判回应民众关切，保障民众环
境权益，以最严格的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

《共识》指出，水资源在维持生
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环境司法应当在涵养水源地、
整治水土流失、治理流域污染、保
护水生生物、修复受损流域生态环
境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推动重点
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人居
环境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司法应当在推动城市管理和基
础设施规划、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和环境信
息公开等领域发挥作用，助力建设

宜居环境；自然保护地是实现山水
林田湖草一体保护的重要载体，环
境司法有责任在保护自然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维持生物遗传资源、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和自然景观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等领域发挥作用，助力
实现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
性、整体性保护。

《共识》强调，建设绿色家园是
人类的共同目标，各方代表愿同舟共
济、共同努力，坚持环境友好，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
的地球家园，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
展的生态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下转第二版

7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与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欧洲环保协会在北京
共同举行了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会
后将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全国法院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培训班。

举行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和举办
相关培训班，是我国法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进一步加强环境司法国际交
流合作，坚持环境友好，积极参与全
球环境治理，争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一项

重要举措，对推进人民法院国际司法交
流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共建地球美好
家园，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改革发展和现代
化建设全局位置，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
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加强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生态文明建设领

域，司法大有可为，也理应有所作
为。中国各级法院深刻把握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
义，把这一思想体现和贯彻到司法审
判各领域、各环节，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积极推动构建科学的环境
诉讼制度体系，着力加强对重点环
境资源案件的审理，充分运用科学
技术提升环境资源审判能力和水
平，努力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
丽中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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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 营造美好家园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