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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打击虚假招聘，平台责任需细化

不少人都有在网络平台上求职的经
历，也有求职不成反而上当受骗的经
历。有媒体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到近
年60起通过58同城、赶集网发布虚假
招聘信息的诈骗案例中，248名被告人

通过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诈骗，超过
5500 名被害人受骗，诈骗金额近亿
元，甚至有人落入卖淫窝点、诈骗集
团。

从报道看，虚假招聘已成为分工明
确、组织严密的黑产业，骗子们不仅作
案手法娴熟、套路很深，且脱身有

“术”，导致公安部门办案成本攀升。比
骗子抓不到更可怕的是，在流量变现的

“冲动”下，平台责任虚化，对招聘信
息的审核形同虚设甚至来者不拒，扮演
着不光彩角色。

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互联网
平台都要承担起主体责任，确保自己提

供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性、安全
性。目前，应尽快通过立法完善有关法
律法规，明确、细化平台的审核和把关
责任，建起“防火墙”，从源头上将虚
假招聘信息拒之门外。平台通过流量获
得多大利益，就应承担多大的责任，直
至承担相应民事乃至刑事责任。

当然，求职者也应加强防范意识，
但必须指出的是，法治社会，任何公
民都有通过平台获取真实无害信息的
权利。若平台不承担自身责任，除了
面临法律的处罚，求职者也会用脚投
票，多大的平台也会迎来“最后一根稻
草”。 ——陈广江

观点

微言大义

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通过《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共识》

⇨⇨上接第一版
法比尤斯致辞表示，当前，包括中

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对生态环境保护、应
对气候危机等议题非常重视，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并在全球行动中进行了紧密
合作。同时，全球环境保护还面临着生
态环境继续恶化、可再生能源利用不够
等问题，需要世界各国进一步达成共
识，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深化合作。司
法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在改善
环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
国高度重视司法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作
用，中国法院建立专门审理环境案件机
构，依法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推动
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大众环保意识的提
升，值得世界各国借鉴。环境保护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
把理念化为行动力，为改善生态环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索尔海姆致辞表示，当今世界各国

共同面临着既要促进经济发展又要保护
环境的挑战。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环
保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减少污
染、实现绿色发展成为可能。中国高度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在防止荒漠化、治
理河湖污染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道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
护了环境，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
动实践。在环境保护方面，司法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法院在保护自
然生态环境方面的措施和成效有目共
睹。希望与会各国进一步深化共识、加
强交流，就环境司法领域的诸多问题进
行探讨，为建设一个更清洁、更美丽的
地球付出更大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主持开幕式。全
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袁驷、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
会副主任吕忠梅，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
大法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甲
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湖北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中华人民共
和国二级大法官、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杨临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
官、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明国，芬
兰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卡瑞·库斯涅米、
巴西高等司法法院大法官安东尼奥·本
杰明、南非最高上诉法院大法官楠比萨·
丹布扎、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大法官赛义
德·沙阿、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土地和
环境法院首席法官布莱恩·普雷斯顿、
美国夏威夷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迈克尔·
威尔逊、欧洲环保协会首席执行官詹姆
斯·桑顿，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
法院、外交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
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开幕式。

⇨⇨上接第一版
《共识》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深

入发展，司法合作需求不断增强，各方
代表将致力于不断深化所在国家或者组
织彼此间的司法交流与合作，推动完善
国内和国际相关环境法治体系，协力构
建各国环境司法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
合作机制，提升环境法官的职业水平和
司法素养。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作了
总结发言。他表示，建设绿色家园是人
类的共同梦想，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国
际环境治理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
环境课题。此次会议对增进相互了解，
深化交流合作，促进中国环境司法的完

善具有十分积极而重要的意义。中国最
高人民法院将与世界各国环境司法界及
有关国际组织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
领域的对话沟通，共同探索保障全球生
态环境的司法措施，携手共建清洁美丽
的地球美好家园。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法律和公约司司
长伊丽莎白·莫勒玛也作了总结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全国人大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驷、全
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
忠梅、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中华人民共
和国二级大法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张甲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
官、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中
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杨临萍，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级大法官、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陈明国，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
比尤斯、芬兰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卡
瑞·库斯涅米、巴西高等司法法院大法
官安东尼奥·本杰明、南非最高上诉法
院大法官楠比萨·丹布扎、巴基斯坦最
高法院大法官赛义德·沙阿、巴基斯坦
拉合尔高等法院大法官贾瓦德·哈桑、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土地和环境法院首
席法官布莱恩·普雷斯顿、美国夏威夷
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迈克尔·威尔逊、欧
洲环保协会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桑顿出
席闭幕式，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
法院、外交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
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闭幕式。

⇨⇨上接第一版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立足本国国

情、坚持自身特色，又吸收借鉴世界各
国司法文明成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法院积
极与全球五大洲8个国家和地区及联合

国开展环境司法交流与合作，在全球环
境治理中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通过
举办研讨会等方式，了解当前国际环境
司法领域的最新动态，不断深化同有关
国家及有关国际组织在环境司法领域的
务实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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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司
法保障。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本次会议的成功举行，为我们搭
建起了崭新的交流平台。我们衷心希望
以本次会议为起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
流，进一步扩大共识、深化合作，不断
谱写中国同与会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在
环境司法领域交流合作的新篇章。

⇨⇨上接第一版 依法惩处违法排放有
毒有害污染物、违规存放危险化学品的
行为；推进土壤污染防治；依法打击非法

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
猎以及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制品的行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袁驷、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
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巴西高等司法
法院大法官安东尼奥·本杰明、南非最高
上诉法院大法官楠比萨·丹布扎、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土地和环境法院首席法官
布莱恩·普雷斯顿也在本环节作了发言。

⇨⇨上接第一版 索尔海姆认为，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等理念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中国能
够把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协调起来，利

用优美环境实现经济繁荣，具有重要示
范意义。他们表示，司法在环境保护中
具有重要作用，希望与中国在环境司法
领域进一步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共同

加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全球生态
安全，促进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参加会见。

深化环境司法领域国际合作 共同加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

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 维护群众合法环境权益

保护生态环境 营造美好家园

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天意申请宣告
李木青死亡一案。申请人李天意称，申请人李天意与被申请人李
木青系父子关系，因李木青确诊为患躁狂症精神病，2003年9月
回家疗养，2004年10月到东莞看望其妻子黄芹，同年11月2日，
从高埗镇回淮南走失，至今毫无音信。李木青下落不明至今已满
四年。下落不明人李木青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
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木青
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木青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木青情况，向本院报
告。 [安徽]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剑辉申请宣告陈贵春死亡一案，经查：陈贵春，
男，1963年4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路15号院1楼2层6号，身份证号：110108196304094931。于2011
年11月2日走失，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陈贵
春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丽玉申请宣告蒋生车死亡一案，经查：蒋生车，
男，1966年8月8日生，汉族，原住福建省福鼎市龙安开发区龙
华委安湖东路 67 号，系“润航 98”运沙船船员。2017 年 10 月 18
日，该轮在福州闽江口七星礁附近沉没，蒋生车意外失踪，至今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蒋生车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裁判。 [福建]厦门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邓海群申请宣告赵
桂保死亡一案。申请人邓海群称，下落不明人赵桂保与申请人系
夫妻关系。赵桂保于2012年9月16日离家后一去不返，了无音
信。申请人邓海群自赵桂保离家当日起，走遍所有亲人朋友寻
访，亦报警处理，仍不知所踪。始兴县公安局隘子派出所及英德市
公安局沙口派出所均出具证明证实赵桂保自2012年9月16日至
今下落不明。2015年3月17日，申请人邓海群向始兴县人民法院
申请宣告赵桂保失踪，始兴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于2015年7
月13日宣告赵桂保为失踪人。现赵桂保失踪已有五年零八个月之
久，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费》第一百八十四条之
规定，申请宣告赵桂保死亡。下落不明人赵桂保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赵桂保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桂保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赵
桂保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始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9号立案受理申请人徐玲、刘子扬申请
宣告刘凯彬死亡一案。申请人徐玲、刘子扬称，2014年4月13日
被申请人刘凯彬离开位于潮州市湘桥区城新西路信怡园南区
16栋104的住处后无故多日未归，申请人徐玲多方寻找均无法
与其取得联系，因此于2014年5月15日向自身住所地所在的上
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鲁汇派出所报警，然被申请人刘凯彬至今
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刘凯彬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
凯彬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凯彬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凯彬情况，向本
院报告。 [广东]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兰甫申请宣告
许大满死亡一案。申请人刘兰甫称，许大满于2010年12月22日
出门走失，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许大满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2
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许大满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许大满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2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许大满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翠云申请宣告陈
志录死亡一案。申请人张翠云称，陈志录于1995年10月份离家
外出，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陈志录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
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
落不明人陈志录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志录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志
录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元氏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彭云玲申请宣告高
金萍失踪一案，经查：高金萍，女，198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
农民，住黑龙江省兰西县榆林镇林旺村邵家窝堡屯，身份证号码
23232519800720102X。于2013年10月18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高金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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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兰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清志申请宣告肖
颖失踪一案，经查：肖颖，女，1984 年 10 月 12 日出生，满族，农

民，住黑龙江省兰西县榆林镇林强村四家子屯，身份证号码
232325198410121046。于 2011 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肖颖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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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兰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昭明申请宣告

李洪宇失踪一案，申请人李昭明称，其母亲李洪宇于2014年9月
26日离婚后当年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经查：李洪宇，女，1984年
10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黑龙江省兰西县兰西镇河口村
车家窝堡屯，身份证号码：232325198410014427。于2014年10月
初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洪宇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宣告被申请人
李洪宇失踪。 [黑龙江]兰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春利申请
宣告任翠荣死亡一案。申请人赵春利称其母亲任翠荣自
1994 年 2 月 9 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达 24 年之久。经
公安网上查询任翠荣的信息存在于失踪人员管理系统。下
落不明人任翠荣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
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任翠荣
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任翠荣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情况向本院报
告。 [黑龙江]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孙立波申请宣告
王所失踪一案，经查：王所，女，198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农
民，住黑龙江省兰西县榆林镇林旺村赵纸坊屯，身份证号码
232325198504241022。于 2011 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王所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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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兰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周新亭申请宣告
张金丹失踪一案，经查：张金丹，女，1989年5月4日出生，汉族，
农民，住黑龙江省兰西县康荣乡荣生村大六面井屯，身份证号码
232325198905042446。于2015年3月7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金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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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兰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媛媛申请宣
告李贵成死亡一案。申请人李媛媛称，被申请人李贵成于
2008 年 7 月离家出走，至今已下落不明满 10 年。下落不明人
李贵成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贵成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贵成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 1 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贵成的情况向本院报
告。 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法院

本院受理叶定菊申请宣告徐道红死亡一案，经查，徐道红，
男，生于1979年8月28日，汉族，湖北省宜都市人，户籍地湖北
省 宜 都 市 王 家 畈 镇 十 三 尖 村 一 组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20581197908282411。经宜都市王家畈镇十三尖村委会出具的
证明证实，徐道红于1996年2月患精神分裂症，2002年3月因病
走失，至今未归。2012年3月2日已由宜都市公安局王家畈派出
所注销户口，公安机关推定徐道红死亡时间为2007年4月1日。
被申请人徐道红从2002年3月离家出走至今已达16年之久音
讯全无，下落不明。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为1年。希望
徐道红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届
满，如果徐道红仍无音讯，本院将依法作出宣告徐道红死亡的判
决。 [湖北]宜都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昌轩申请宣告吴显美失踪一案，申请人郭昌
轩称，其与吴显美（1990 年 4 月 8 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
522321199004083142）系母子关系。2012 年 8 月其父郭世建因
电击死亡，2012 年 12 月吴显美外出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
人吴显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吴显美将被宣
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吴显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 3 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吴显美情况，向本院
报告。 [湖北]谷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谭莉申请宣告任国千

死亡一案。申请人谭莉称，下落不明人任国千于2001年9月30日离家
出走，中间从来没有与家人联系，至今已下落不明满17年。下落不明人
任国千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任国千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任国千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任国千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曾莉（身份证号码
420111197501174020）申请宣告曾宪春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曾宪春，男，1951年2月26日出生，户籍地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路
172-020 号 15 号，公民身份证号码 420106195102264811。申请人
称，曾宪春于1999年1月26日从原武汉华中灯具厂宿舍离家出走，
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曾宪春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
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曾宪
春将被申请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曾宪春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曾宪春的情况，向本
院报告。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潘宏林申请宣告田艳群失踪一案，经查：田艳群，女，
1989年6月21日出生，土家族，湖南省龙山县茅坪乡人，身份证号码
433130198906214025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田艳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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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全宇、全雅丽、全雅琪申请宣告蒋秀凤失踪一案，经查：
蒋秀凤，女，1982年5月21日出生，湖南省邵阳县人，身份证号码
430523198205214423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蒋秀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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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田佳林申请宣告向芙蓉失踪一案，经查：向芙
蓉，女，1982 年 9 月 19 日出生，湖南省龙山县农车镇高坪村
人，身份证号码 433130198209199149，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向芙蓉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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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美才申请宣告刘美华失踪一案，经查：刘美华，男，
身份证号 432503195202157876，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涟源市金石镇
大樟村大樟组，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刘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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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涟源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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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者
乔文心）今天下午，环境司法国际研
讨会举行以“人居环境治理的司法应
对”为主题的分论题研讨，中华人民
共和国二级大法官、重庆市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杨临萍作了主旨发言。

杨临萍表示，当前，人居环境问
题已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
问题，同时，环境司法具有较强的专
业性特征，传统的司法机制与诉讼制
度已不能满足环境司法的多元化需
求，需要对现有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创
新。重庆法院实行了“三合一”综合
受案模式和集中管辖制度，有效解决

了环境司法跨领域性及不同诉讼程序
衔接问题；选拔审判能力强、理论素
养高的优秀法官从事环境资源审判，
并组建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辅助解
决环境资源案件中的技术性难题。

杨临萍表示，要以严厉的刑事制
裁惩治破坏人居环境的犯罪行为，以
周延的权利救济保障环境私人利益和
公共利益，以公正的行政审判促进人
居环境领域公权力正当行使。重庆法
院积极实践恢复性环境司法，并取得
良好效果；积极探索实践环境公益诉
讼制度，特别是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裁判方式上创新，有效防范污染行为

的再次发生；通过“环保禁止令”等方
式积极为行政机关环保措施落到实处提
供司法保障，中国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
在行政机关怠于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时提
起诉讼的权利，运用法治手段更为全面
地监督公权力行使。

杨临萍表示，当前，深化环境司法
在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已经逐渐成为国
际环境司法领域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环
境司法顺应这一大趋势，积极参与全球
环境司法治理，促进形成公平合理、合
作共赢的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格
局。

杨临萍在“人居环境治理的司法应对”分论题研讨作发言时表示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环境司法助力人居环境改善

张甲天在“人居环境治理的司法应对”分论题研讨作发言时表示

发挥司法评价引领作用 共同保护宜居生态环境
本报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者

乔文心）今天下午，环境司法国际研讨
会举行以“人居环境治理的司法应对”
为主题的分论题研讨，中华人民共和
国二级大法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 张甲天作了主旨发言。

张甲天表示，山东是孔子的故乡，是
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中“天人合
一”等思想，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美好向往。山东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原则，以审理精品

案件为切入点，以建立健全最严格的制
度为基础，以推动多元共治为保障，以环
境资源审判专业化建设为支撑，充分发
挥司法工作对于环境保护的评价和引领
作用，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张甲天表示，山东法院统筹把握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事后治理与事
前预防、惩罚与修复等三个关系，不断
提高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水平：严格落
实保护优先的方针，最大限度避免环
境侵权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及时采
取行为保全、先予执行等措施，防止环
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落实以生态环

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使受损
生态环境得到最大修复。

张甲天还表示，山东法院深入推动
环境公益诉讼，积极探索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建立实行专项资金账户，健全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形成环境保护社会
合力，引导形成遵守法律、珍爱环境的良
好氛围。

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自
然资源部原规划司司长庄少勤、巴基斯
坦拉合尔高等法院大法官贾瓦德·哈桑、
欧洲环保协会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桑顿
分别作了发言。

陈明国在“自然保护地的司法保护”分论题研讨作发言时表示

坚持保护优先 提高三江源环境司法保护水平
本报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者

乔文心）今天下午，环境司法国际研
讨会举行以“自然保护地的司法保
护”为主题的分论题研讨，中华人民
共和国二级大法官、青海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陈明国作了主旨发言。

陈明国介绍说，青海三江源地
区，是中国乃至世界生态价值极其
重要的一块自然保护地。司法是规
范调整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必
要而特殊的法律机制，通过司法审
判，可以制裁违法行为，恢复和修
复生态环境；可以明确作出行为规
范，引导社会公众作出正确选择；

可以推动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政
策，实现绿色发展。目前，中国自
然保护地体系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历
史性变革，从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
转变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司法对
于三江源的保护作用正在日益凸
显。

陈明国表示，青海法院准确把握
生态环境司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用人类命运
共同体、生态本位法律观等现代生态
环境司法理念引领司法审判，建立了
专门的审判机构，确定8个法院集中
管辖生态环境案件，并在案件审判中

充分体现保护优先原则，同时兼顾经济
发展。三江源生态法庭设立后，努力提
升司法水平，积极开展修复性司法，创
建生态司法联动和生态司法宣传教育机
制。

陈明国表示，为保护三江源，要不
断完善生态环境司法审判规则，健全专
门化生态环境司法体系，考虑在省内重
点区域增设生态法庭；牢固树立修复性
司法理念，积极探索限期修复、补种复
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第三方治理
和监督等方式；推动构建多元共治保障
体系，合力护佑生态环境，充分发挥司
法评价、指引作用。

李静在“自然保护地的司法保护”分论题研讨作发言时表示

加强自然保护地的司法保护 促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本报北京 7 月 2 日电 （记者

乔文心）今天下午，环境司法国际研
讨会举行以“自然保护地的司法保
护”为主题的分论题研讨，中华人民
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湖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李静作了主旨发言。

李静表示，以国家公园为代表
的自然保护地，是自然生态空间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生态安全中
居于重要地位。湖北是中国重要的
生态屏障和生态支点，加强对湖北
生态环境特别是自然保护地的司法
保护，对于维护长江流域乃至全国
生态环境安全意义重大。近年来，
湖北法院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
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战略要求。加

大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力度，为推进
湖北绿色发展、生态立省提供了有
力司法保障。

李静介绍说，湖北法院严格依照
法律规定，履行环境资源司法保护职
责：充分发挥环境刑事审判的打击和
惩治功能，严厉打击在自然保护地内
的盗伐、滥伐林木， 非法猎捕、杀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等犯罪行为；充
分发挥环境民事审判的化解和补偿功
能，注重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依法
维护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安全；充分发
挥行政审判的监督和促进功能，加大
对环境行政执法行为的司法审查力
度；依法审理社会组织提起的涉自然
保护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及检察机

关提起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充分保
障环境公益诉权。

李静表示，加强自然保护地的环境
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构
建内外衔接的协同保护体系，形成强大
的司法保护合力。湖北法院积极构建专
业审判机制，加强环境审判力量配备；
联合建立依法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协
作配合机制，形成保护合力；推动建立
环境资源领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
效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
龙、芬兰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卡瑞·库斯
涅米、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大法官赛义德·
沙阿、美国夏威夷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迈
克尔·威尔逊也作了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