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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 12月 26日发布）

指导案例130号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 12月 26日发布）

指导案例131号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9年 12月 26日发布）

指导案例132号关键词 民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大
气污染责任/降低环境风险/减轻赔偿责任

裁判要点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期间，污染者

主动改进环保设施，有效降低环境风险
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超标排污行
为的违法性、过错程度、治理污染设施的
运行成本以及防污采取的有效措施等因
素，适当减轻污染者的赔偿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

条、第四条、第五条

基本案情
被告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方圆公司）系主要从事各种玻
璃包装瓶生产加工的企业，现拥有玻璃
窑炉四座。在生产过程中，因超标排污

被秦皇岛市海港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
称海港区环保局）多次作出行政处罚。
2015 年 2 月 12 日，方圆公司与无锡格润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玻璃窑炉脱硝
脱硫除尘总承包合同》，对方圆公司的四

座窑炉进行脱硝脱硫除尘改造，合同总
金额 3617万元。

2016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对
方圆公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后，方圆公

司加快了脱硝脱硫除尘改造提升进
程。2016 年 6 月 15 日，方圆公司通过
了海港区环保局的环保验收。2016年
7月22日，中国绿发会组织相关专家对
方圆公司脱硝脱硫除尘设备运行状况

进行了考查，并提出相关建议。2016
年 6月 17日、2017年 6月 17日，环保部
门为方圆公司颁发《河北省排放污染
物许可证》。2016年 12月 2日，方圆公
司再次投入 1965 万元，为四座窑炉增
设脱硝脱硫除尘备用设备一套。

方圆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缴纳
行政罚款8万元。中国绿发会 2016 年
提起公益诉讼后，方圆公司自 2016 年
4 月 13 日起至 2016 年 11 月 23 日止，
分 24次缴纳行政罚款共计 1281万元。

⇨⇨下转第六版

关键词 民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大
气污染责任/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裁判要点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多

次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环境保
护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仍未改
正，原告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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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规定的“具有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的行为”对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五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五十八条
基本案情
被告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振华公司）成立于 2000 年，经
营范围包括电力生产、平板玻璃、玻璃空
心 砖、玻 璃 深 加 工、玻 璃 制 品 制 造 等 。
2002 年 12 月，该公司 600T/D 优质超厚
玻 璃 项 目 通 过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的 审 批 ，
2003 年 11 月，通过“三同时”验收。2007
年 11 月，该公司高档优质汽车原片项目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2009 年 2 月，
通过“三同时”验收。

根据德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的
监测，2012 年 3 月、5 月、8 月、12 月，2013

年 1 月、5 月、8 月，振华公司废气排放均
能达标。2013年11月、2014年1月、5月、
6月、11月，2015年 2月排放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及烟粉尘存在超标排放情况。德
州市环境保护局分别于 2013 年 12 月、
2014年 9月、2014年 11月、2015年 2月对
振华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处罚数额均为
10万元。2014年 12月，山东省环境保护
厅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处罚数额 10 万
元。2015 年 3 月 23 日，德州市环境保护
局责令振华公司立即停产整治，2015年 4
月1日之前全部停产，停止超标排放废气
污染物。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之
后，2015年 3月 27日，振华公司生产线全
部放水停产，并于德城区天衢工业园以
北养马村新选厂址，原厂区准备搬迁。

本案审理阶段，为证明被告振华公
司超标排放造成的损失，2015年12月，原
告中华环保联合会与环境保护部环境规
划院订立技术咨询合同，委托其对振华
公司排放大气污染物致使公私财产遭受
损失的数额，包括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
财产损坏、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
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

施所产生的费用进行鉴定。2016年5月，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
鉴定评估研究中心根据已经双方质证的
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作出评估意见，鉴
定结果为：振华公司位于德州市德城区
市区内，周围多为居民小区，原有浮法玻
璃生产线三条，1#浮法玻璃生产线已于
2011 年 10 月全面停产，2#生产线 600t/d
优质超厚玻璃生产线和 3#生产线 400t/d
高档优质汽车玻璃原片生产线仍在生
产。1、污染物性质，主要为烟粉尘、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根据《德州晶华集团
振华有限公司关于落实整改工作的情况
汇报》 有关资料显示：截止到 2015 年 3
月 17 日，振华公司浮法二线未安装或
未运行脱硫和脱硝治理设施；浮法三线
除尘、脱硫设施已于 2014 年 9 月投入运
行；2、污染物超标排放时段的确认，二氧
化硫超标排放时段为 2014年 6月 10日—
2014年8月17日，共计68天，氮氧化物超
标排放时段为2013年11月5日—2014年
6 月 23 日、2014 年 10 月 22 日—2015 年 1
月 27日，共计 327天，烟粉尘超标排放时
段为 2013 年 11 月 5 日—2014 年 6 月 23

日，共计 230天；3、污染物排放量，在鉴定
时段内，由于企业未安装脱硫设施造成
二氧化硫全部直接排放进入大气的超标
排放量为255吨，由于企业未安装脱硝设
施造成氮氧化物全部直接排放进入大气
的排放量为589吨，由于企业未安装除尘
设施或除尘设施处理能力不够造成烟粉
尘部分直接排放进入大气的排放量为 19
吨；4、单位污染物处理成本，根据数据库
资料，二氧化硫单位治理成本为 0.56 万
元/吨，氮氧化物单位治理成本为 0.68万
元/吨，烟粉尘单位治理成本为 0.33 万
元/吨；5、虚拟治理成本，根据《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 II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
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本案项目处环
境功能二类区，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虚
拟治理成本的 3—5 倍，本报告取参数 5，
二氧化硫虚拟治理成本共计713万元，氮
氧化物虚拟治理成本 2002 万元，烟粉尘
虚拟治理成本 31 万元。鉴定结论：被告
企业在鉴定期间超标向空气排放二氧化
硫共计 255 吨、氮氧化物共计 589 吨、烟
粉尘共计 19 吨，单位治理成本分别按

0.56 万元/吨、0.68 万元/吨、0.33 万元/
吨计算，虚拟治理成本分别为713万元、
2002万元、31万元，共计2746万元。

裁判结果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

20日作出（2015）德中环公民初字第1号
民事判决：一、被告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
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198.36
万元，支付至德州市专项基金账户，用于
德州市大气环境质量修复；二、被告德
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在省级以上媒
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三、被告德州晶
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所支
出的评估费10万元；四、驳回原告中华环
保联合会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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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依
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环境保护
法第五十八条等法律的规定，对已经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
四项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十
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
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
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
道歉等民事责任。法院认为，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超过污染物
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可以视为是
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
为。被告振华公司超量排放的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烟粉尘会影响大气的服
务价值功能。其中，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是酸雨的前导物，超量排放可至酸
雨从而造成财产及人身损害，烟粉尘
的超量排放将影响大气能见度及清洁
度，亦会造成财产及人身损害。被告
振华公司自 2013年 11月起，多次超标
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
尘等污染物，经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
门多次行政处罚仍未改正，其行为属
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具有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故被告振华
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立兵、张小
雪、高晓敏)

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委托排污/共
同侵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虚拟治理成
本法

裁判要点
1. 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负有确

保其排污处理设备正常运行且排放物达
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法定义务，委
托其他单位处理的，应当对受托单位履
行监管义务；明知受托单位违法排污不
予制止甚或提供便利的，应当对环境污
染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2.污染者向水域排污造成生态环境
损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计算的，可
以根据环境保护部门关于生态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有关规定，采用虚拟治理成本
法对损害后果进行量化，根据违法排污
的污染物种类、排污量及污染源排他性
等因素计算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

条
基本案情
重庆藏金阁电镀工业园（又称藏金阁

电镀工业中心）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工
业园区内，是该工业园区内唯一的电镀工
业园，园区内有若干电镀企业入驻。重庆
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金
阁公司）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物业管理服
务，并负责处理企业产生的废水。藏金阁
公司领取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并拥有废
水处理的设施设备。2013年12月5日，藏
金阁公司与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首旭公司）签订为期 4年的《电
镀废水处理委托运行承包管理运行协议》

（以下简称《委托运行协议》），首旭公司承
接藏金阁电镀工业中心废水处理项目，该
电镀工业中心的废水由藏金阁公司交给
首旭公司使用藏金阁公司所有的废水处
理设备进行处理。2016年4月21日，重庆
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在对藏金阁公
司的废水处理站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废
水处理站中两个总铬反应器和一个综合
反应器设施均未运行，生产废水未经处理
便排入外环境。2016年4月22日至26日
期间，经执法人员采样监测分析发现外排
废水重金属超标，违法排放废水总铬浓度
为55.5mg/L，总锌浓度为2.85x102mg/L，
总铜浓度为27.2mg/L，总镍浓度为41mg/
L，分 别 超 过《电 镀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21900—2008）的 规 定 标 准 54.5 倍 、
189倍、53.4倍、81倍，对生态环境造成严
重影响和损害。2016年 5月 4日，执法人
员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藏金阁废水处
理站1号综合废水调节池的含重金属废水
通过池壁上的120mm口径管网未经正常
处理直接排放至外环境并流入港城园区
市政管网再进入长江。经监测，1号池内
渗漏的废水中六价铬浓度为6.10mg/L，总
铬浓度为 10.9mg/L，分别超过国家标准
29.5倍、9.9倍。从2014年9月1日至2016
年 5 月 5 日违法排放废水量共计 145624
吨。还查明，2014 年 8 月，藏金阁公司将
原废酸收集池改造为 1 号综合废水调节
池，传送废水也由地下管网改为高空管网

作业。该池池壁上原有110mm和120mm
口径管网各一根，改造时只封闭了110mm
口径管网，而未封闭120mm口径管网，该
未封闭管网系埋于地下的暗管。首旭公
司自 2014 年 9 月起，在明知池中有一根
120mm管网可以连通外环境的情况下，仍
然一直利用该管网将未经处理的含重金
属废水直接排放至外环境。

受重庆市人民政府委托，重庆市环
境科学研究院对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
违法排放超标废水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进
行鉴定评估，并于 2017年 4月出具《鉴定
评估报告书》。该评估报告载明：本事件
污染行为明确，污染物迁移路径合理，污
染源与违法排放至外环境的废水中污染
物具有同源性，且污染源具有排他性。
污染行为发生持续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6年 5月 5日，违法排放废水共计
145624吨，其主要污染因子为六价铬、总
铬、总锌、总镍等，对长江水体造成严重
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书》采用《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推荐的虚
拟治理成本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量
化，按 22元/吨的实际治理费用作为单位
虚拟治理成本，再乘以违法排放废水数
量，计算出虚拟治理成本为 320.3728 万
元。违法排放废水点为长江干流主城区
段水域，适用功能类别属Ⅲ类水体，根据
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污染修复费用的确
定原则”Ⅲ类水体的倍数范围为虚拟治
理成本的 4.5—6 倍，本次评估选取最低
倍数 4.5倍，最终评估出二被告违法排放
废水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损害量化数额
为 1441.6776 万 元（即 320.3728 万 元 ×
4.5＝1441.6776万元）。重庆市环境科学
研究院是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的
通知》中确认的鉴定评估机构。

2016 年 6 月 30 日，重庆市环境监察
总队以藏金阁公司从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5 日通过 1 号综合调节池内
的 120mm 口径管网将含重金属废水未
经废水处理站总排口便直接排入港城园
区市政废水管网进入长江为由，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对藏金阁公司罚款 580.72
万元。藏金阁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维持行政处罚决
定的复议决定。后藏金阁公司诉至重庆
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行政处罚
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重庆市渝北区人
民法院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作出（2016）
渝 0112 行初 324 号行政判决，驳回藏金
阁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后，藏金阁公
司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16 年 11 月 28 日，重庆市渝北区
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指控首旭公司、程龙（首旭公司

法定代表人）等构成污染环境罪，应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作出（2016）渝 0112
刑初 1615 号刑事判决，判决首旭公司、
程龙等人构成污染环境罪。判决后，未
提起抗诉和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

12月22日作出（2017）渝01民初773号民
事判决：一、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441.6776
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付至重
庆市财政局专用账户，由原告重庆市人
民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和原告重庆两江
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结合本区域生态环境
损害情况用于开展替代修复；二、被告重
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
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
赔礼道歉；三、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重
庆市人民政府鉴定费 5万元，律师费 19.8
万元；四、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重庆两
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律师费 8 万元；五、
驳回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原告重庆两
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其他诉讼请求。判
决后，各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
出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重庆市人民政

府依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
点方案》规定，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具
备合法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二原
告基于不同的规定而享有各自的诉权，
均应依法予以保护。鉴于两案原告基于
同一污染事实与相同被告提起诉讼，诉
讼请求基本相同，故将两案合并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关于《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的

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违法排放废
水计量以及损害量化数额是否准确

首先，关于《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
的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和违法排
放废水计量是否准确的问题。污染物种
类、污染源排他性及违法排放废水计量
均已被（2016）渝 0112 行初 324 号行政判
决直接或者间接确认，本案中二被告并
未提供相反证据来推翻原判决，故对《鉴
定评估报告书》依据的上述环境污染事
实予以确认。具体而言，一是关于污染
物种类的问题。除了生效刑事判决所认
定的总铬和六价铬之外，二被告违法排
放的废水中还含有重金属物质如总锌、

总镍等，该事实得到了江北区环境监测
站、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环境监
测报告以及（2016）渝 0112 行初 324 号生
效行政判决的确认，也得到了首旭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龙在调查询问中的确认。
二是关于污染源排他性的问题。二被告
辩 称 ，江 北 区 环 境 监 测 站 出 具 的 江 环

（监）字〔2016〕第 JD009 号分析报告单确
定的取样点 W4、W6 位置高于藏金阁废
水处理站，因而该两处检出污染物超标
不可能由二被告的行为所致。由于被污
染水域具有流动性的特征和自净功能，
水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鉴定机构在
鉴定时客观上已无法再在废水处理站周
围提取到违法排放废水行为持续时所流
出的废水样本，故只能依据环境行政执
法部门在查处二被告违法行为时通过取
样所固定的违法排放废水样本进行鉴
定。在对藏金阁废水处理情况进行环保
执法的过程中，先后在多个取样点进行
过数次监测取样，除江环（监）字〔2016〕
第 JD009号分析报告单以外，江北区环境
监测站与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还出具了
数份监测报告，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的
行政处罚决定和重庆市环境保护局的复
议决定是在对上述监测报告进行综合评
定的基础上作出的，并非单独依据其中
一份分析报告书或者监测报告作出。环
保部门在整个行政执法包括取样等前期
执法过程中，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已
经得到了生效行政判决的确认。同时，上
述监测分析结果显示废水中的污染物系
电镀行业排放的重金属废水，在案证据证
实涉案区域唯有藏金阁一家电镀工业园，
而且环境监测结果与藏金阁废水处理站
违法排放废水种类一致，以上事实证明上
述取水点排出的废水来源仅可能来自于
藏金阁废水处理站，故可以认定污染物来
源具有排他性。三是关于违法排污计量
的问题。根据生效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
的确认，并结合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调查询
问笔录，可以认定铬调节池的废水进入 1
号综合废水调节池，利用 1 号池安装的
120mm口径管网将含重金属的废水直接
排入外环境并进入市政管网这一基本事
实。经庭审查明，《鉴定评估报告书》综合
证据，采用用水总量减去消耗量、污泥含
水量、在线排水量、节假日排水量的方式
计算出违法排放废水量，其所依据的证据
和事实或者已得到被告方认可或生效判
决确认，或者相关行政行为已通过行政
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审查，其所采用的计
量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综上，藏
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提出的污染物种
类、违法排放废水量和污染源排他性认
定有误的异议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
的损害量化数额是否准确的问题。原告

方委托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就本案
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并出具
了《鉴定评估报告书》，该报告确定二
被告违法排污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量
化数额为 1441.6776万元。经查，重庆
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是环境保护部《关
于印发〈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
名录（第一批）〉的通知》中确立的鉴定
评估机构，委托其进行本案的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符合司法解释之规
定，其具备相应鉴定资格。根据环境
保护部组织制定的《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推荐方法（第 II版）》，鉴定评估可
以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事件造成的
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量化，量化结果可
以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依据。鉴
于本案违法排污行为持续时间长、违
法排放数量大，且长江水体处于流动
状态，难以直接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故《鉴定评估报告书》采用虚拟治
理成本法对损害结果进行量化并无不
当。《鉴定评估报告书》将 22 元/吨确
定为单位实际治理费用，系根据重庆
市环境监察总队现场核查藏金阁公司
财务凭证，并结合对藏金阁公司法定
代表人孙启良的调查询问笔录而确
定。《鉴定评估报告书》根据《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Ⅲ类地
表水污染修复费用的确定原则为虚拟
治理成本的 4.5—6 倍，结合本案污染
事实，取最小倍数即 4.5倍计算得出损
害 量 化 数 额 为 320.3728 万 元×4.5＝
1441.6776万元，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鉴定评估报告书》的
鉴定机构和鉴定评估人资质合格，鉴
定评估委托程序合法，鉴定评估项目
负责人亦应法庭要求出庭接受质询，
鉴定评估所依据的事实有生效法律文
书支撑，采用的计算方法和结论科学
有据，故对《鉴定评估报告书》及所依
据的相关证据予以采信。

二、关于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
是否构成共同侵权

首旭公司是明知 1 号废水调节池
池壁上存在 120mm 口径管网并故意
利用其违法排污的直接实施主体，其
理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对此
应无疑义。本争议焦点的核心问题在
于如何评价藏金阁公司的行为，其与
首旭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法院认
为，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构成共同
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我国实行排污许可制，该制
度是国家对排污者进行有效管理的手
段，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即是排污
单位，负有依法排污的义务，否则将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藏金阁公司持有排

污许可证，必须确保按照许可证的规
定和要求排放。藏金阁公司以委托运
行协议的形式将废水处理交由专门从
事环境治理业务（含工业废水运营）的
首旭公司作业，该行为并不为法律所
禁止。但是，无论是自行排放还是委
托他人排放，藏金阁公司都必须确保
其废水处理站正常运行，并确保排放
物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这是取
得排污许可证企业的法定责任，该责
任不能通过民事约定来解除。申言
之，藏金阁公司作为排污主体，具有监
督首旭公司合法排污的法定责任，依
照《委托运行协议》其也具有监督首旭
公司日常排污情况的义务，本案违法
排污行为持续了 1年 8个月的时间，藏
金阁公司显然未尽监管义务。

第二，无论是作为排污设备产权
人和排污主体的法定责任，还是按照
双方协议约定，藏金阁公司均应确保
废水处理设施设备正常、完好。2014
年 8 月藏金阁公司将废酸池改造为 1
号废水调节池并将地下管网改为高空
管网作业时，未按照正常处理方式对
池中的 120mm 口径暗管进行封闭，藏
金阁公司亦未举证证明不封闭暗管的
合理合法性，而首旭公司正是通过该
暗管实施违法排放，也就是说，藏金阁
公司明知为首旭公司提供的废水处理
设备留有可以实施违法排放的管网，
据此可以认定其具有违法故意，且客
观上为违法排放行为的完成提供了条
件。

第三，待处理的废水是由藏金阁
公司提供给首旭公司的，那么藏金阁
公司知道需处理的废水数量，同时藏
金阁公司作为排污主体，负责向环保
部门缴纳排污费，其也知道合法排放
的废水数量，加之作为物业管理部门，
其对于园区企业产生的实际用水量亦
是清楚的，而这几个数据结合起来，即
可确知违法排放行为的存在，因此可
以认定藏金阁公司知道首旭公司在实
施违法排污行为，但其却放任首旭公
司违法排放废水，同时还继续将废水
交由首旭公司处理，可以视为其与首
旭公司形成了默契，具有共同侵权的
故意，并共同造成了污染后果。

第四，环境侵权案件具有侵害方式
的复合性、侵害过程的复杂性、侵害后
果的隐蔽性和长期性，其证明难度尤其
是对于排污企业违法排污主观故意的
证明难度较高，且本案又涉及到对环境
公益的侵害，故应充分考虑到此类案件
的特殊性，通过准确把握举证证明责任
和归责原则来避免责任逃避和公益受
损。综上，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藏金
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构成环境污染共同
侵权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
证明标准，应当认定藏金阁公司和首旭
公司对于违法排污存在主观上的共同
故意和客观上的共同行为，二被告构成
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裘晓音、贾
科、张力)

⇨⇨上接第四版 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
将赔偿款项5482.85万元支付至泰州市环
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二、安徽海德化
工科技有限公司在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支付上述款项的
20%（1096.57万元），并于2019年12月4
日、2020 年 12 月 4 日、2021 年 12 月 4

日、2022年 12月 4日前各支付上述款项
的 20% （每期 1096.57 万元）。如有一期
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
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安
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海德公司作为化工

企业，对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
废物废碱液，负有防止污染环境的义务。海
德公司放任该公司营销部负责人杨峰将废
碱液交给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个人
进行处置，导致废碱液被倾倒进长江和新
通扬运河，严重污染环境。《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

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
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
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
将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确定为承担责任的
方式。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服务功能
损失、评估费等均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等法律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六项、第六十五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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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
海德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海德公司以企业负担过重、资金紧
张，如短期内全部支付赔偿将导致企业破
产为由，申请分期支付赔偿费用。为保障

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有效衔接，江
苏省人民政府在庭后表示，在海德公司能
够提供证据证明其符合国家经济结构调
整方向、能够实现绿色生产转型，在有效
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同意海德公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
十一条之规定，分五期支付赔偿款。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迎、赵黎、
吴晓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