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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人易文发等非法生产
制毒物品、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被告人易文发等人在贵

州省贵阳市租赁民房、废弃厂房等，利用非
法购买的盐酸、甲苯、溴代苯丙酮等加工生
产麻黄碱。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
间，被告人易文发等人在非法生产麻黄碱
过程中，为排放生产废水，在厂房外修建排
污池、铺设排污管道，将生产废水通过排污
管引至距厂房约70米外的溶洞排放。
2016年1月，公安机关在案涉加工点查获
麻黄碱6.188千克、甲苯11700千克、盐酸
3080千克、溴代苯丙酮13000千克。经鉴
定，易文发等人生产麻黄碱所产生、排放的
废水属危险废物。

【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人易文发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
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将属于危险物质的
生产制毒物品废水利用溶洞向外排放，
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同时构成污染环
境罪，应予数罪并罚。判处易文发等人
八年至十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1 万元至 13 万元不等，并对查扣的制
毒物品、作案工具依法没收，予以销
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
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生产制毒物品过程中引发

的环境污染案件。被告人易文发等人在非
法生产麻黄碱的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修
建排污池，铺设排污管道，将含有危险废物
的生产废水通过排污管引至溶洞排放，严
重污染环境。溶洞是可溶性岩石因喀斯特
作用所形成的地下空间，在长江流域多有
分布，蕴含着丰富的水资源。但岩溶生态
系统脆弱，环境承载容量小，溶洞之间多相
互连通，一旦污染难以修复治理。一审法
院考虑到本案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特殊性，
根据受到侵害的法益不同，对被告人实施
的不同行为单独定罪、数罪并罚，改变了过
去忽视环境保护，对同类案件多采用择一
重罪论处、仅以涉毒罪名予以打击的处理
方式。本案以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和污染
环境罪数罪并罚，既体现出人民法院始终
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加大对生产
制毒物品犯罪的惩处力度，也体现出人民
法院以零容忍态度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和环境公共利益的决心。

二、被告单位重庆首旭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程龙等污
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首旭环保公司系具有工业废

水处理二级资质的企业。2013年12月5
日，首旭环保公司与重庆藏金阁物业公司
签订协议，约定首旭环保公司自2013年
12月5日至2018年1月4日运行重庆藏金
阁电镀工业中心废水处理项目。首旭环保
公司承诺保证中心排入污水处理站的废水
得到100%处理，确保污水经处理后出水水
质达标，杜绝废水超标排放和直排行为发
生。在运营该项目过程中，项目现场管理
人员发现1号调节池有渗漏现象，向首旭
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程龙报告。程龙召集
项目工作人员开会，要求利用1号调节池
的渗漏偷排未经完全处理的电镀废水。项
目现场管理人员遂将未经完全处理的电镀
废水抽入1号调节池进行渗漏。2016年5
月4日，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现场检查发
现该偷排行为。经采样监测，1号调节池
内渗漏的废水中六价铬、总铬浓度分别超
标29.5倍、9.9倍。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单位首旭环保公司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排放含有重金属的污染物超过国家
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严重污染环
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
程龙作为首旭环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系首旭环保公司实施污染环境行为的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首旭环保公司项目
现场管理人员是首旭环保公司实施污染
环境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员，均构成污染
环境罪。鉴于各被告人分别具有自首、
坦白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首旭环
保公司罚金 8 万元；判处程龙等人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本案系向长江干流排放污水引发的水

污染刑事案件。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
库区腹地，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重点区
域的环境资源案件，严惩重罚排污者，构筑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本案中，首旭环保公
司作为具有工业废水处理资质的企业，在
受托处理工业废水过程中，明知调节池有
渗漏现象，依然将未经完全处理的电镀废
水以渗漏方式直接向长江干流排放，严重
污染长江水体，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在首旭环保公司承担刑事责任后，重庆市
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以
重庆藏金阁物业公司、首旭环保公司为共
同被告，分别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二被告依法承
担生态环境修复等费用，并向社会公开赔
礼道歉。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刑事案件以及
省市人民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充
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为服务和
保障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较好范
本。

三、被告人邓文平等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6年2月起，被告人邓文平在未取

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收购HW11精（蒸）馏
残渣（俗称煤焦油），运输至其位于四川省

眉山市东坡区的厂房内进行加热处理、分
装和转卖。期间还雇佣被告人邓卫平、邓
良如、马成才协助其运输、加热和分装。
2016年7月，眉山市东坡区环境保护局进
行查处后，邓文平等人仍未停止煤焦油的
加工。2017年1月，眉山市东坡区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联合执法，从加工点现场查扣
处理设备、煤焦油及其提炼产品453.08
吨。另有200余吨煤焦油已被邓文平加工
转卖。四被告人自动投案后，均能如实供
述全部或者大部分犯罪事实。

【裁判结果】
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被告人邓文平等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
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
罪。邓文平非法处置危险废物100吨以
上，后果特别严重。根据各人在共同犯罪
中的作用、自首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
邓文平有期徒刑三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3
万元；判处邓卫平、邓良如、马成才八个月
到二年不等有期徒刑，八个月到二年不等
缓刑考验期，并处8000元到2万元不等罚
金；禁止邓卫平、邓良如、马成才在缓刑考
验期内从事与煤焦油加工销售相关的活
动。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引发大气污

染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案件裁判方式上
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创新，体现了打击污染
环境犯罪、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态度和
决心。近年来，长江流域的区域性雾霾、酸
雨态势长期持续，人民法院需要充分发挥
环境资源刑事审判的惩治和教育功能，依
法审理长三角、成渝城市群等重点区域的
大气污染防治案件，严惩重罚大气污染犯
罪行为。本案中，邓文平等人无危险废物
处置资质，加工设备和工序未得到行政监
管部门的验收认可，在加工煤焦油过程中
存在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入大气的情形。一审法院结合四被告人犯
罪行为和自首情节在判处相应刑罚的同
时，考虑到危险废物处置的专业性和处置
不当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判决邓卫平、
邓良如、马成才在缓刑考验期内禁止从事
与煤焦油加工销售相关的活动，体现了环
境资源审判预防为主的理念。

四、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宜春市
中安实业有限公司等水污染公益
诉讼案

【基本案情】
中安公司经营的粗铟工厂无危险废物

经营资质、未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同意、未配套任何污染防治设
施。中安公司与珊田公司签订协议，约定
珊田公司为中安公司的粗铟生产提供资金
支持，珊田公司派人参与中安公司的经营
管理和业务购销，并约定了盈利分配比
例。中安公司与沿江公司签订合同，沿江
公司分8次非法向中安公司提供铅泥
291.85吨，珊田公司支付沿江公司用于非
法采购危险废物款项65万元。博凯公司
负责人杨志坚与中安公司签订合同，由博
凯公司向中安公司提供机头灰、铅泥，进行
非法提炼利用。博凯公司分12次向中安
公司提供机头灰149.14吨。龙天勇公司
将机头灰与中安公司非法置换铅泥，分17
次向中安公司提供机头灰351.29吨。沿
江公司、博凯公司、龙天勇公司向中安公司
提供的危险废物共计792.28吨。中安公司
在生产过程中，将未经处理的含镉、铊、镍
等重金属及砷的废液、废水，通过私设暗管
的方式，直接排入袁河和仙女湖流域，造成
新余市第三饮用水厂供水中断的特别重大
环境突发事件。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请求
判令各被告立即停止违法转移、处置危险
废物，向公众赔礼道歉；承担清除污染及环
境应急处置费用9263301元；各被告对袁
河、仙女湖流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并承
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1991610元和生态
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监测费用
等9952443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中安公司通过私设暗管的方式向袁
河偷排重金属污染物直接导致本次污染
袁河、仙女湖流域生态环境事件，对环境
侵权损害后果具有重大的过错；中安公
司从事非法经营危险废物的资金来源于
珊田公司，珊田公司对环境侵权损害后
果具有一定的过错；龙天勇公司、博凯公
司、沿江公司分别向中安公司非法提供
危险废物，对环境侵权损害后果亦具有
一定的过错。中安公司承担主要责任，
珊田公司、龙天勇公司、博凯公司、沿江
公司分别承担次要责任。判决各被告人
立即停止违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向公
众赔礼道歉；赔偿应急处置费用、应急监
测费用及专家技术咨询费、评估费；承担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
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承
担合理的律师费。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在数人环境侵权的责任认定方面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长江中下游江河湖泊
众多，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接近30%的
重要湖库处于富营养化状态，生态环境形
势严峻。本案中，中安公司通过私设暗管
的方式偷排重金属污染物直接导致袁河和
仙女湖流域特别重大环境突发事件，系直
接的污染者。中安公司从事非法经营危险
废物的资金来源于珊田公司，龙天勇公司、
博凯公司、沿江公司则分别向中安公司非

法提供危险废物，均应当按照其过错承担
相应的责任。人民法院根据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恢复的难
易程度、侵权主体过错程度等因素，参考专
家意见，将危险废物的绝对数量作为承担
责任大小的依据，判决五家公司按比例承
担责任，并在省级媒体向公众赔礼道歉，有
效保障了重点区域的水环境保护和水生态
修复。

五、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凯
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
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凯发新泉公司位于江苏省扬州化学工

业园区内，经营范围为污水处理厂的开发、
经营，主要接纳处理化工园区内各企业的
工业废水及农歌安置小区、青山镇的生活
污水。因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4
月14日间多次发生排水口废水污染物超
标排放事件（排放的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和
氨氮含量超标），仪征市环保局数次对凯发
新泉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凯发新泉公司按
时缴纳了行政罚款。为解决废水超标排放
问题，凯发新泉公司实施了临时加药应急
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催化氧化处理工程
和长江排水口改造工程经过建设方和施工
方的内部验收，但未经过环保部门竣工验
收批复。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起诉请求判
令凯发新泉公司立即停止污染水环境的排
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赔偿超标
排污所产生的水环境治理费用；向社会公
众公开赔礼道歉。2017年7月5日，扬州
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凯发新泉公司
解除扬州青山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协
议。

【裁判结果】
经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

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因特许经营
协议已解除，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
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客观上已无必
要，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同意撤回该项诉
讼请求；凯发新泉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
费用，用于扬州地区环境修复，确定第三方
修复机构以及修复方案，修复机构及方案
的确定需经扬州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核通
过并报扬州中院备案后实施，修复方案应
在审核确定后一年内实施完毕，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有权监督修复方案的实施过程
和效果；鉴于凯发新泉公司在超标排污发
生后采取了诸多措施并取得良好效果，且
当庭致歉并表示将继续积极推进环境修复
工作，中华环保基金会予以谅解，凯发新泉
公司应递交书面致歉信；律师费等费用由
凯发新泉公司负担；双方再无其他争议。
扬州中院将调解协议内容进行了公告，公
告期间内未有任何个人或单位提出异议。
扬州中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协议内容符合
法律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予以确
认。

【典型意义】
长三角地区沿江重化工企业高密度

布局、人口密度大，人民法院需要通过服
务和保障沿江化工污染整治、固体废物处
置、城镇污水垃圾治理等生态环境保护专
项行动，依法审理城市群工业污染案件和
涉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案件，实现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本
案中，凯发新泉公司作为工业废水、生活
污水处理企业，本应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
护的主体责任，将环境保护要求纳入企业
经营管理机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改
造，将污水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进入长江
水体。但该企业仍然多次发生排水口废
水污染物超标排放的情况并受到行政处
罚。公益诉讼案件受理后，工业园区管委
会及时与污染企业解除了特许经营协议，
避免了环境损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人
民法院则充分发挥调解的纠纷解决功能，
着眼环境利益最大化，确保污染者及时履
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六、湖南省益阳市环境与资源
保护志愿者协会诉湖南林源纸业有
限公司水污染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林源纸业公司位于湖南省沅江市漉湖

芦苇场，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环保
设施处理后通过草尾河排入洞庭湖。2016
年10月17日，林源纸业公司开始对污染
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12月1日，在修
建曝气系统基建工程时，由于曝气池与厌
氧池液位落差偏大致使隔离钢板出现裂
缝，造成部分废水通过曝气池溢入未拆除
完全的原漉湖纸厂废水排放管道进入草尾
河。但林源纸业公司未立即采取停机、停
产、限排等应急措施。12月4日，曝气池与
厌氧池之间的隔离钢板突然断裂，造成曝
气池液位上涨，致使大量废水通过原漉湖
纸厂废水排放管道直接进入草尾河，流入
洞庭湖。同日，益阳市环境监察支队得到
群众举报后进行现场勘查，在暗管进口、排
污口取水样检测，报告显示排污口和暗管
进口（未处理废水排放口）化学需氧量、悬
浮物、总磷等均超标。林源纸业公司于当
日采取了停产、停排的应急措施，并于12
月5日将原漉湖纸厂废水排放管道拆除后
用混凝土封堵。林源纸业公司为确保排放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于2017年4月启动
新污水处理项目建设。益阳市环保协会提
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林源纸业公司对污
染的水环境要素进行修复，并承担生态环
境修复费用（以司法鉴定为准）；承担污染
检测检验费、评估鉴定费、差旅费、专家咨

询费、案件受理费。
【裁判结果】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林源纸业公司利用原漉湖纸厂废水排
放管道超标排放工业废水至草尾河，流入
洞庭湖。经检测，被告排放的废水中悬浮
物、化学需氧量、总磷等严重超标，实质上
已经对草尾河及洞庭湖造成污染，损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
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民事
责任，消除对草尾河及洞庭湖产生的危害，
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关于非法超标排
放的废水量的核定及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
计算，考虑林源纸业公司超标排放、偷排系
因污水处理设施技改时设施破损所致，且
排污时间不长，加之事件发生后被告采取
停产、停排的应急措施并启动新污水处理
项目建设，综合考虑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院的环境工程专家的意见，酌定本次
事件造成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数额按偷排
废水虚拟治理成本的4.5倍计算，判令林源
纸 业 公 司 支 付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费 用
230924.61元；支付益阳市环保协会差旅费
4075元；负担本案专家咨询费4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审理的水

污染公益诉讼案件。案涉污染行为发生地
为益阳沅江，按照湖南高院跨行政区划集
中管辖环洞庭湖环境资源案件的安排，本
案由岳阳市君山区法院洞庭湖环境资源法
庭审理，是环境资源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
管辖的生动实践。一审法院邀请湖南环境
保护科学研究院的工程专家以专家证人的
形式出庭，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等专
业问题出具意见，既有效提高了案件事实
认定的客观性，又有效克服了环境资源审
判鉴定难的瓶颈问题，对类案的处理具有
一定借鉴意义。

七、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检察院
诉衢州瑞力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05年8月2日，瑞力杰公司与开化

县华埠镇新安村第一承包组签订土地租赁
合同，租赁约两亩土地用于工业固体废物
填埋，共填埋上百吨有机硅胶裂解产生的
废渣、废活性炭等工业固废。2016年7月，
开化县环境保护局调查发现，表层土已被
瑞力杰公司填埋的黑色固体废弃物污染，
主要污染物为苯、甲苯。2016年11月，开
化县环境保护局对瑞力杰公司作出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瑞力杰公司将填
埋于新安村的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
处理。2016年12月，瑞力杰公司委托有
处置资质公司将该工业固废及感官上觉得
受污染的土壤全部挖出清运处理，共计
1735.8吨。经对残留土壤进行检测，确认
填埋在新安村的工业固废产生的渗滤液对
填埋地的土壤和附近马金溪河流水生态环
境以及地下水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经采
样监测，清理后的场地现场水潭中化学需
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浓度超标；马金溪下
游化学需氧量、总氮超标。经对污染地块
调查与风险评估，受污染地块土壤中苯含
量超过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需要修
复。开化县人民检察院向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瑞
力杰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支
付修复生态环境费用，承担鉴定评估费等
费用。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衢州
中院裁定本案由开化县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结果】
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瑞

力杰公司违规填埋工业固废，造成生态环
境受到损害的事实清楚，应依法承担侵权
的民事责任。综合考虑已查明的具体污染
情节、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污染环境的范
围和程度、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生态
环境的服务功能等因素，判决瑞力杰公司
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期间的服务功能损
失，支付修复生态环境费用，承担鉴定评估
费等费用。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土地利用方式不当污染土壤

并引发水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土壤污染案件，强
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防止有毒有害污
染物、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通过地下水
循环系统进入长江干支流，彰显了山水林
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基本理念。本案
中，马金溪作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的重
要水域，是开化县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
地。瑞力杰公司填埋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渗
滤液，对填埋地土壤和马金溪河流水生态
环境以及地下水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对水
源地水质产生不良影响。人民法院从长江
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着眼，综合考虑多
种因素，依法判决瑞力杰公司承担环境侵
权责任，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期间的服
务功能损失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有效保
障了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

八、岳西县美丽水电站诉岳西
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决定案

【基本案情】
1994年国务院确定鹞落坪自然保护

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原国家
环保总局批准了《国家级鹞落坪自然保护
区总体规划（2001-2015）》。2005年美丽
水电站在位于鹞落坪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
包家乡鹞落坪村开工建设。2006年岳西县
水利局批复同意建设。2009年岳西县环境
保护局以美丽水电站位于自然保护区实验

区为由，补办环评批准手续。2017年安
徽省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等先后对鹞落
坪自然保护区内的违法建设进行督察，
要求迅速查处。岳西县环境保护局经立
案调查，认定美丽水电站是在设立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后建设，机房、明渠和涵洞
位于鹞落坪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蓄水
坝位于保护区的核心区。岳西县环境保
护局作出岳环责停字［2017］15号《责令
停产整治决定书》，责令美丽水电站立即
停止生产；作出岳环限拆字［2017］04号
《责令限期拆除设施设备通知书》，责令
美丽水电站限期自行拆除电站上网断路
器，移除主变压器。美丽水电站不服，诉
至法院，请求撤销《责令停产整治决定
书》，确认《责令限期拆除设施设备通知
书》违法。

【裁判结果】
安徽省潜山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美丽水电站在鹞落坪自然保护区的核心
区和缓冲区建设水电站的行为违反《自
然保护区条例》规定，依法应予关闭、拆
除。水电站建成后，虽然经过岳西县水
利局补办了批准手续，但并不影响岳西
县环境保护局对违法建设事实的认定。
岳西县环境保护局依法享有行政执法
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美丽水电站诉讼
请求。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
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引发的行政案件。长江流域重
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及自然
保护区较多，人民法院在审理上述区域
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案件时，需要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
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
关系，将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
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大红
线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量，保障重点区
域实现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的重要
目标。鹞落坪自然保护区内有大别山区
现存面积最大的天然次生林，植物区系
复杂，生态系统完整，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及涵养水源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鹞落坪自然保护区设立在先，美丽水电
站建立时虽然取得了相关部门的批复，
但该水电站机房建设在自然保护区的缓
冲区，蓄水坝建设在保护区核心区，违反
了《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人民法院
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认定美丽
水电站应予关闭和拆除，为保护长江流
域自然保护区提供了坚强的司法后盾。

九、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检察
院诉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
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月，剑川县居民王寿全受

玉鑫公司的委托在国有林区开挖公路，
被剑川县红旗林业局护林人员发现并制
止。剑川县林业局接报后交剑川县森林
公安局进行查处，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于
2013年2月27日向王寿全送达剑川县
林业局剑林罚书字【2013】第288号林业
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王寿全及玉鑫
公司给予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和罚款的行
政处罚。玉鑫公司交纳罚款后剑川县森
林公安局即予结案。其后直到2016年
11月9日，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没有督促
玉鑫公司和王寿全履行“限期恢复原状”
的义务，所破坏的森林植被没有得到恢
复。2016年11月9日，剑川县人民检察
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剑川县森林公安
局依法履行职责，认真落实行政处罚决
定，采取有效措施，恢复森林植被。剑川
县森林公安局回复，民警曾到王寿全家
对责令限期恢复原状进行催告，鉴于王
寿全死亡，执行终止。剑川县森林公安
局未向玉鑫公司发出催告书。剑川县人
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
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
行为违法，判令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在一
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

【裁判结果】
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剑川县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符合起诉条件。本案中，剑川县森林公
安局在查明玉鑫公司及王寿全擅自改变
林地用途的事实后，以剑川县林业局名
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但
在玉鑫公司缴纳罚款后三年多的时间
里，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没有督促玉鑫公
司和王寿全对受到破坏的林地恢复原
状，也没有代为履行，致使玉鑫公司和王
寿全擅自改变的林地至今没有恢复原
状，且未提供证据证明有相关合法、合理
的事由，其行为显然不当，属于怠于履行
法定职责的行为。一审法院依法支持了
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为依法督促行政

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长江源头林草资源对于促进长江
上游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意义重大，长
江上游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服务和保障长江源头生态环境治理
和林草资源保护。本案中，剑川县森林
公安局在玉鑫公司缴纳罚款后即予结
案，其后三年多时间里没有督促玉鑫公
司和王寿全对受到破坏的林地恢复原
状，也没有代为履行，致使被擅自改变用
途的林地没有恢复原状。人民法院依法
责令剑川县森林公安局继续履行法定职

责，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行监管职
责，积极开展生态修复、确保森林植被恢
复具有典型意义。

十、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
民检察院诉宜昌市点军区环境保
护局怠于履行法定监管职责行政
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4年以来，宜昌市点军区艾家镇

桥河村多户村民从事生猪养殖业，存在
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即投入生产、
养殖废水未经无害化处理从沿江排污口
向长江直接排放的情况，造成环境污
染。2016年5月，宜昌市环境保护监测
站对桥河村畜禽养殖废水进行取样监
测，检测报告结果表明江边排污口PH
值、悬浮量、化学需氧量等各项指标均超
过《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
值。2016年6月2日，点军区检察院向
点军区环保局发出点检行公建［2016］1
号检察建议书，建议依法督促桥河村生
猪养殖户停止将养殖废水直排长江。
2016年6月22日，点军区环保局依据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
作出宜市点环罚（2016）2、3、4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责令桥河村生猪养殖规模达
500头（出栏）以上的三家养殖户在2016
年11月30日前停止生产。2016年6月
30日，点军区环保局对检察建议作出书
面回复。2016年11月中旬，桥河村村
民委员会与45家养殖户（生猪养殖超过
50头）签订了《点军区禁养区畜禽养殖场
（户）关停拆除补偿协议书》。2016年12
月2日，宜昌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桥河
村畜禽养殖废水进行监测，结果表明仍
有多项指标超过《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标准值。截至2017年4月11
日，桥河村已经拆除生猪养殖场（户）45
户，关停范围内生猪存栏数约有790
头。截至2017年4月13日，桥河村生
猪养殖场（户）多年违法排放养殖废水形
成的沟渠残留污染物仍然存在。点军区
检察院遂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
确认点军区环保局对艾家镇桥河村生猪
养殖场（户）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建设、
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将未经无害化
处理的养殖废水直接向长江排放的违法
行为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违法并依法履行
监管职责。

【裁判结果】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一

审认为，桥河村位于长江干流宜昌城区
葛洲坝至虎牙段，该段是中华鲟自然保
护区、鱼虾产卵场。保护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和生物资源，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生
态平衡乃至国家生态安全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十条和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五条
的规定，点军区环保局对其辖区内环境
保护及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负有监管职
责。桥河村生猪养殖户在污染防治配套
设施未建设、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
情况下，将养殖废水未经无害化处理直
接排入长江，破坏了该地长江流段的生
态环境，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点军区环保局作为环境监管部门，
监管措施不到位，怠于履行监管职责，
其行为违法。2016年6月，点军区环保
局在收到点军区检察院检察建议书后，
在点军区政府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先
后多次派人到桥河村生猪养殖户家中宣
传法律和相关政策；对桥河村生猪养殖
规模达500头（出栏）以上三家养殖户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在
2016年11月30日前停止生产；以点军
区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的名义向相关
职能部门下发督办通知。截至2017年4
月11日，桥河村已经拆除生猪养殖场
（户）45户，现关停范围内生猪存栏数
约有790头。桥河村生猪养殖废水未经
无害化处理直接排入长江的现象得到了
有效的治理。尽管目前桥河村生猪养殖
场（户）大部分已停止生产，但由于生
猪养殖场（户）多年违法排放养殖废水
形成的沟渠残留污染物仍然存在，沿江
三个排放口的水质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
排放标准，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得到彻底
治理，故被告应继续履行监管职责。一
审法院依法支持了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
求。

【典型意义】
本案系农村农业禽畜养殖污染物

排放引发的水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近年来，长江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依然严
重，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
多种珍稀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生物多
样性保护迫在眉睫。人民法院通过妥善
审理工业污染、城镇和农村污染对水生
和河岸生物多样性及物种栖息地破坏案
件，及时加强对长江物种及其栖息繁衍
场所保护。案涉污染行为发生在长江干
流宜昌城区葛洲坝至虎牙段，是中华鲟
自然保护区、鱼虾产卵场。作为对中华
鲟自然保护区内环境保护及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负有监管职责的点军区环保局，
更应明确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和生物
资源对长江流域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
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确保保护区内受损
生态环境及时得到修复。本案中，点军
区环保局虽然采取了积极措施，但多年
违法排放养殖废水形成的沟渠残留污染
物仍然存在，沿江排放口水质尚未达标，
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得到彻底治理。人民
法院认定其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并判令其
继续履职，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及时、
全面地履行行政职责，确保沿江岸线生
态环境及时修复，切实保护长江流域物
种资源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利益具有积
极作用。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