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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千年大计。
过去的40年间，一场壮阔的改革

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的力量得
到鲜活展示，“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
开”的美丽中国新图景日益清晰。“国
家颜值”不断提升的背后，司法筑起了
一道坚不可摧的法治屏障。

从第一家生态保护法庭的“破
茧”，到修复为主理念的提出，再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的践行，司法
护“绿”的“大手笔”力透纸背。40 年
来，几代法院人为了人民群众宜居生
活而上下求索，勇于向污染“亮剑”的
生动实践不断上演，全国各级法院以
捍卫民生的情怀、探索创新的智慧和
铁腕治污的决心与魄力，为美丽中国
添彩，为生态文明护航。

为了让老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环境资源审判40年披
荆斩棘，只争朝夕；新时代，在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新征程中，司法每迈出的一
小步，都是迈向美丽中国的一大步。

应时代发展之需——从东
到西，从南到北，环境资源审判
机构体系正发生深刻改变

40 年前的岁末，一个伟大的时
刻，中国按下了改革开放启动键。

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样风起云涌
的，是生态文明演变史。

改革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化进程
的加速带来环境侵权案的频发。环境
司法从无到有，开始了艰辛探索。

早在 1980年，山东省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受理的青岛市房产局机具厂
女工王娟诉青岛市化工厂大气污染损
害赔偿案，在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
下，法院根据民事政策，探索遵循无过
错责任原则，运用因果关系推定方法
进行裁判。

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将环境
司法纳入到传统的民事权利损害与救
济的法律框架中，但民事司法与环境
司法在利益表达和价值选择上的差异
也逐步显现出来，环境司法专门化的
必要性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2007年之前，人民法院陆续在一
些地区设立了森林法院、油田法院、矿
区法院、海事法院等专门法院，在部分
地方法院内部设立了林业审判庭等专
门审判机构，集中审理单一类型的环
境或者资源案件，开始了环资审判专
门化的局部实践。

专业化“破冰”与 2007 年不期而
遇。这一年，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及其辖区内清镇市人民法院设
立的环境保护法庭等第一批专门环境
资源审判机构为标志，规范意义上的
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由此开始。

一个时刻值得铭记——2014年 6
月底，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
判庭，我国的环资审判走上专门化发
展道路，系统的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
改革拉开序幕。

2015年11月，第一次全国法院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牢
牢扭住审判专门化这一牛鼻子，因地
制宜推进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建设，构
建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体系。

时代车轮滚滚，环资审判事业的
发展也马不停蹄。2015年，各级人民
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或者合议
庭、巡回法庭数量增加至 456个；2016
年增加至 559 个；2017 年增加至 956
个。截至 2018年 9月，全国共设立环
境资源审判机构1040个。

应时代之需，一个布局合理、适度
集中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体系正在逐
步形成，好似密密织起的服务网格，护
卫老百姓安居之乐。

应民生权益之需——以最
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给人
民群众带来更多健康舒适的
“绿”体验

改革开放将环境资源审判事业推
上了时间轨道。

不负亿万民众的环境期盼，人民
法院回应关切、厚积薄发、持续创新，
依法惩处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犯罪，
监督、支持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
法行政，妥善处理各类环境资源民事
纠纷，加大对环境公共利益和环境权
益保护力度，为老百姓带来更多的

“绿”体验。
一次次庭审、一份份判决，记录下

环资审判为绿水、蓝天、净土而战的历
史足音。

“对（被告排污）这种违法行为，处
以 2 万港元的罚款，上缴国库。”1984
年 7 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的蛇口区环境监测站诉香港凯达
企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案尘埃落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总结认为，
该“判决正确，制止了污染环境的行
为，保护了人民的健康”。

2007年 12月，刚成立 1个月的清
镇市生态保护法庭，受理了贵阳市“两
湖一库”管理局代表受侵害民众提起
的公益诉讼，最终使红枫湖的污染源
头彻底清除。

环保，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幸福感，
真切而深入人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
正迈向更高层次，绿色发展按下快进
键，环境资源审判事业驶入快车道。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9 月，全国
法院共受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78763
件，审结73351件；受理环境资源民事
案件 631285 件，审结 561902 件；受理
环境资源行政案件 148338 件，审结
125224件，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得
以充分发挥。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9 月，全
国各级法院共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00 件，审
结 98 件。2015 年 7 月至 2018 年 9

月，共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
案件1836件，审结1235件。

5.69亿元、1.6亿余元……腾格里
沙漠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系列案件、江
苏泰州水污染公益诉讼案件等依法判
令被告承担巨额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一时成为民众乐见的“刷屏”事件，彰
显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违法排污行为
和及时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坚定决
心。

2015年 12月至 2018年 9月，全国
法院共受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12
件，审结 6件，国家生态安全和环境公
共利益得以充分保护。

通过专业化的环境资源审判落实
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和责任
追究制度，司法的力量正源源不断释
放出更多的环境“红利”。

应专业审判之需——以全面
深化司法改革为契机，积极推进专
门化建设，更好地发挥环境资源审
判职能作用

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环境资源
审判，从一开始就打上改革的烙印。

逢山开路的改革进程，催生出深
刻的改革共识——环境资源案件具有
高度的复合性和专业技术性，必须走
专门化审判之路。

党的十八大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
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把生态
文明建设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环境资源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一路蹄
疾步稳，风景这边独好。

专门审判机构和审判团队建设成
效卓著，福建、河南、贵州、江苏、海南、
重庆设立三级环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

已经设立专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
的22个高级法院中，有16个实现了刑
事、民事、行政“二合一”或者“三合一”
归口审理。云南实行刑事、民事、行政
案件以及公益诉讼案件执行“三加一”
归口审理模式。

专门机构建设，犹如一个个环保
支点，把大江南北的宜居梦稳稳托起；
案件归口审理和集中管辖的探索，像
一盘好棋，在全国有序铺展开来；协调
联动机制，胜似一个握紧的拳头，重重
砸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
行的关键期，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美
丽家园，为中华民族赢得美好未来，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任重道远，仍需砥砺
前行。

走出创新保护的走出创新保护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
知产审判：

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环资审判：

截至2018年9月，全
国共设立环境资源审判机
构1040个。

2014年6月底，最高
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
判庭，我国的环资审判走上
专门化发展道路。

2007年，贵州省贵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
内清镇市人民法院等设立
第一批环境保护法庭。

1985年，人民法院受理第
一宗专利纠纷案件，开启了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时代。

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
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将知识
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从民庭
中分离出来。

2014年11月6日，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揭牌；12月16
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揭牌；
12月28日，上海知识产权法
院揭牌。

本报记者 沈 荣

本报记者 郭士辉

40 年前，一声惊雷，震动华夏九
州。

改革！开放！东方巨龙从沉睡中
醒来，开始了震撼世界的腾飞之路。

经济的迅猛发展需要强大的助
力，这一助力就是科技创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8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这一著名论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
引领发展第一动力，而科技和创新需
要强大的保护，这就是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

40年翻天覆地，中国知识产权保
护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起步，随着巨
龙腾飞的速度迅猛发展，与世界接轨，
与时代同步，建立起了司法主导、保护
有力、体系完善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体制机制，走出了一条知识产权保护
的“中国道路”。

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的大
潮中起步

1985年，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宗专
利纠纷案件，开启了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的新时代。

在此之前，与改革开放同生的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已经实现“有法可依”。

1979 年 7 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法通过并实施，其中第五条规定：“合
营企业各方可以现金、实物、工业产权
等进行投资。”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知识产权第
一次在法律中获得承认。

起步已呈迅猛之势。
1982年8月，商标法通过；1984年

3 月，专利法通过；1990 年，著作权法
通过。

知识产权获得了全面的法律保
护。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知识产权
的司法保护也在同步发展。

1986年，法院开始对知识产权案
件进行统计，当年共审结知识产权案
件 85 件，1999 年审结知识产权案件
1098 件，到了 2008 年已达到 22308
件，2017 年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更是达到了225678件。

从有到强，知识产权保护与
国际接轨

1995年，因未经许可在系列丛书
中使用了美国迪士尼公司享有著作权
的动画形象，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被
美国迪士尼公司诉至法院。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北京少年儿童出
版社停止发行涉案丛书，并向美国迪
士尼公司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
失。

这是 1992 年 3 月 17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
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生效
之后，全国首例据此审理的案件。

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称，该案的
审理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达

到了新的高度。
也就是在这一年，世界贸易组织开

始运行，中国正式提交了“入世”申请。
也就是在第二年，最高人民法院成

立知识产权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从此
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

1995年至2001年，六年时光如梭。
为了符合世贸组织中《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的相关
精神，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行了重
大修整。

著作权法三次修订、海关法修订、知
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修订……知产保护
的立法已经与国际接轨。

司法亦同步而行，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
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进一步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犯罪案
件的打击力度。知产保护的高歌猛进，
为 2001 年中国顺利“入世”提供了重要
助力。

2007年，一起被称为“中国WTO知
识产权争端第一案”的知识产权案件，被
广泛报道。这一年的4月10日，美国向
WTO 提出磋商请求，认为中国在知识
产权的版权保护、海关措施、刑事门槛三
方面不符合 TRIPS 协定等相关规定。
经过专家组的裁决，两年后，WTO争端
解决机构宣告此案终裁，对美国的诉求
支持与驳回各半。

这是中国第一次正面应对来自国际
的知识产权保护质疑，中国“入世”前后
立法、执法方面的不断完善，为此次争端
中部分胜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条条法律的修订、一个个文件的
颁布、一件件案子的判决……中国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一点一滴地进步着，追赶
着世界强国的步伐，成为经济发展的强
大助力和后盾。

从强到专，建立专门法院开展
专业审判

2014 年 12 月 16 日，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敲响首槌。

这是一起原告浙江维康药业有限公
司诉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
会发明专利权无效的行政纠纷案件。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加强知
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
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2014年11月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揭牌；12月16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揭牌；12月28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揭
牌。

2017年至2018年，南京知识产权法
庭等 16 个跨行政区域管辖的知识产权
法庭成立，这意味着，中国的知识产权审
判已经迈入了从强到专的新时代。

有了专门的法院法庭，还要有专门
的法官。由于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
对法官的专业要求非常高。

四十年栉风沐雨，中国知识产权审

判领域已经成长起一批以宋鱼水为代表
的优秀知识产权审判专家，形成了一支
真正职业化的法官队伍，他们在不断完
善的司法体制和程序机制中接受规训，
在个案中反复操演，累积了丰富的经验
知识，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知识财富。

中国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
大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七年
位居世界第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
的2017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
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2016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审判庭公开宣判“乔丹”商标争议
行政纠纷共10件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陶凯元任审判长。

这是一起广受国内外关注的涉外
知识产权类案件，宣判现场吸引了国内
外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当事人代表和
社会公众、有关国家的驻华使节以及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旁听。

此案的庭审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
博、中国庭审公开网以及新浪、网易等多
家媒体同步进行了直播。

该案的审理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司
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仅体现了
司法公开，更体现了司法的自信。

201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
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
这是党中央出台的第一个专门面向知识
产权审判的里程碑式的纲领性文件，确
立了新时代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改革目标和重点
措施，夯实了知识产权司法事业的理论、
制度和组织基础，为新时代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司法事业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
图，对于全面加快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
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为落实《意见》，2018年10月26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
序若干问题的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
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审理专利等专
业技术性较强的民事、行政上诉案件。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紧随改革开放的脚步，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工作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
专，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道
路，助力国家创新发展，打造科技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