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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就地生态修复机制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辖区两级
法院以“惩防并举、修复为先、守护库
区、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
实”要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战略导向，充分发挥环资审判职
能，严厉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违法
犯罪，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不
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是张某吗？你每月还在巡山吗？”
这是重庆二中院环资庭干警何玉华通过
电话“云监督”的方式，对缓刑人员张
某补植复绿、修山抚育情况进行回访。

“张某涉嫌非法移栽 2 株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植物野生红豆杉，但在当地村
民眼中，移栽并不违法。”在合议庭研
究该案时，承办人杨超认为：“这是一
次很好的法制宣传机会，案件暴露出农
村地区破坏林业资源刑事案件的几大认
识误区和知识盲点。”

为了消除这些误区，在选择生态修
复场地时，杨超决定尝试变集中修护为
到案发地开展就地生态修复。经过沟
通，张某与当地林业部门、镇政府、村
委会等部门达成 《生态修复协议》。仍
在看守所的张某委托家人在一片废弃的
坡 地 上 栽 种 90 棵 黄 桷 树 ， 并 承 诺 至
2021 年底前每月巡山护林 1 次、每年参
加植树活动 1 次。鉴于张某积极完成了
生态修复义务，合议庭依法对张某予以
从轻处罚。

如今，当地村民都知道了张某栽种

的这片黄桷树，也明白了自留山上的野
生红豆杉不能随意买卖、肆意移栽、采
伐、据为己有。

打造特色化环保司法基地

今年 6 月 3 日，重庆二中院在开州
区人民法院汉丰湖法庭设立三峡库区首
个环境资源巡回审判站。该站点设立
后，不仅肩负巡回审理开州区及周边地
区环境资源案件的职责，还将成为三峡
库区湿地与鸟类司法保护基地的重要配
套设施之一。

当天，重庆二中院与开州区政府签
订《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联动协作框架
协议》，将三峡库区湿地与鸟类司法保护
基地建设提上正式日程。“重庆二中院及
辖区法院均位于长江或支流沿线，肩负
着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的神圣职责，
延伸司法审判职能，建立生态环境保护
基地，凝聚各方力量，共同保护好生物多
样性，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意义
重大、影响深远。”重庆二中院院长张立
在签约仪式上表示。

重庆二中院下辖万州、开州、梁平、
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 9 家
基层法院。为统筹好非集中管辖法院的
审判资源，服务当地生态环境保护，服务
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庆二中院
经过反复调研论证，最终规划设计出辖
区两级法院分步推进“一体化”基地总体
布局战略，并着手制定《关于构建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体系助推三峡库区绿色发展
的意见》，将根据辖区生态环境实际情
况，积极探索建立地域特色鲜明的司法
保护基地。这些基地的设立将巡回审

判、示范教育、补植复绿、司法保护等功
能融为一体，并努力建立事前宣传预防、
事中司法惩治、事后救济修复的生态保
护长效机制。

目前，万州的三峡库区生态修复示范
林已成规模，开州的湿地与鸟类保护基地
即将建成，接下来忠县的长江鱼类保护基
地及巫山、巫溪、奉节的三峡人文历史保
护基地，梁平的竹木资源保护基地，云阳
的水生动植物保护基地，城口的珍稀植物
崖柏保护基地等等都将加紧推进。

构建多方协作保护大格局

“人民法院要积极延伸司法职能，
对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职能
部门提出司法建议，整合多方力量，切
断危害生态资源的利益链条，保护生物
多样性。”重庆市人大代表胥力在旁听
完重庆二中院巡回审理的被告人张某文
等 12 人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熊系列案
全部庭审活动后建议道。

该系列案发生于重庆、陕西、四川、湖
北等四省市交界处的大巴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审理过程中，由重庆二中院副院
长王剑波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发现，大巴
山地区环资刑事案件由四个不同的地方
派出所负责受理与处置，在办案过程中，
来回搜集证据程序繁琐、复杂，且存有不
同的办案思路或分歧。案件宣判后，合议
庭再次来到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调研，就打击环资犯罪、法制宣传等
建立联动协作长效机制。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化的工
程，仅凭法院一家之力远远不够，只有

凝聚起公检法、基层政府组织及部门的
合力，才能有效打击犯罪，恢复生态，
共抓大保护，切实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王剑波强调。

重庆二中院创新联动机制，每年定
期与辖区国土、水利、林业、渔政等部
门召开联席会议，定期与辖区法治建设
行政机关、森林公安机关共同研讨生态
环境保护刑事法律适用问题，与检察机
关共同探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程
序和法律适用。此外，先后与辖区开州
雪宝山、巫山五里坡、巫溪阴条岭、城
口大巴山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联络
协同机制，与当地区 （县） 党委政府形
成会商机制，定期分析保护区林木、野
生动物等生态环境现状和面临的风险，
研讨保护措施。

在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方面，重庆二
中院还出台了 《关于建立环境资源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的工作意见》，与辖
区多家环保局、林业局建立纠纷多元化
解平台；与辖区 （县） 农委签署 《关于
共建农村土地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备忘
录》， 搭 建 涉 农 土 地 纠 纷 多 元 化 解 平
台。去年 8 月，重庆二中院采用异地多
元调解方式，将忠县 53 件涉及农村土
地系列案件在诉中委托给万州区农委调
解 ， 53 户 农 户 与 承 租 人 达 成 调 解 协
议，自愿撤回上诉。

瞄准精品打造推进公益诉讼

今年 1月 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第 24 批指导性案例，重庆二中院二审
的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以下简称
重庆绿联会） 诉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建始磺
厂坪矿业公司） 水污染责任民事公益
诉讼案入选其中。

案件事发地千丈岩水库于 2013
年被确认为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
保障周边乡镇 5 万余居民生产生活用
水。2014 年 8 月，受建始磺厂坪矿业
公司硫精矿洗矿场直排废水影响，该
水 库 280 万 立 方 米 水 体 受 到 严 重 污
染。重庆绿联会作为社会公益组织起
诉该矿业公司。

一审宣判后，被告不服，上诉至
重庆二中院。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示
范效果，2017 年 8 月，合议庭前往案发
地巫山县红椿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庭审当天，40 多名市人大代表、企业
和群众代表受邀全程旁听庭审。庭审
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受到了一次良
好的普法教育，以后将更加关注生态
环境，自觉履行保护义务。

多措并举提升司法能力

“审判长，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
的过错，愿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在
毁林地段进行生态修复……”

2019 年 12 月 5 日，重庆二中院
环资庭首次组成七人合议庭，公开
开庭审理辖区首例环资民事公益诉
讼 案 件 。 该 案 被 告 谭 某 为 修 建 房
屋 ， 在 未 办 理 任 何 手 续 的 情 况 下 ，
擅自毁林修建房屋，致使生态资源
遭到破坏，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
重损害。

为了确定谭某应当承担的环境侵
权民事责任和承担方式，案件审理

中，重庆二中院专门邀请林业专家担
任陪审员，委托林业部门对毁林现场
进行勘查，并作出具体恢复方案附于
判决书后。

“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效果显
而易见，能够帮助合议庭认定关键证
据、审核鉴定结论、查明案件事实，
有效弥补法官在专业技术知识方面的
不足。”该院环资庭负责人孙玉涛说。

2018 年以来，重庆二中院辖区
两级法院共向 17 名专家咨询专业意
见 96 次，邀请 11 名专家陪审员参审
案件 47件，切实提升了审判质效。

环境资源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众
多，且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在重庆二
中院环资庭组建之时，就配置了知识
结构全面、审判经验丰富、学历层次
高的审判团队。在审判实践中，环资
庭一边“巧借外力”，将审判中较为
复杂的因果关系论证、损害程度和范
围的判定、修复费用计算等问题交给
专业人士；一边“苦练内功”，通过
部门集中学习，参加市级、国家级相
关业务培训，参与各种论坛、论文评
比、重大课题调研等多种形式，不断
提升审判队伍的专业化素养和审判业
务能力水平。

去年，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印发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
制度实施方案》 后，重庆二中院环资
庭及时梳理近 3 年来审结的长江流域
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形成专题
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为库区水生生
物保护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去年举办
的首届中国三峡库区生态保护法治论
坛上，重庆二中院环资庭选送的 5 篇
论文获奖，并斩获一等奖。

重庆二中院：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司法屏障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向存丹

重庆二中院：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司法屏障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向存丹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保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安全保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安全，，20162016
年年 44 月月 1212 日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应运而生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应运而生，，并确定由所辖万州区人民法院集中审理辖区一并确定由所辖万州区人民法院集中审理辖区一
审环境资源案件审环境资源案件。。

自重庆二中院环资庭成立以来自重庆二中院环资庭成立以来，，辖区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辖区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19331933 件件，，审结审结 18771877 件件，，取得了较好的取得了较好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图①：重庆二中院环资庭干警到梁平区现场督导张某亲属进行集中生态修护活动。
图②：重庆二中院环资庭干警到巫山县千丈岩水库饮用水源地现场勘查水体污染情况。
图③：重庆二中院环资庭邀请专家担任陪审员审理辖区首例环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图④：重庆二中院环资庭干警到奉节县查看不服林权处理环资行政案件现场。
图⑤：重庆二中院环资庭干警到万州区恒合乡开展普法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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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执行人杨宝旺、杨玉兰、杨鹏远与被执行人王海
艳、杨祎然继承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将在淘宝网

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公告

日期：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公告期届满。拍卖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10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9 月 11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拍卖标

的物：大厂回族自治县星光城小区 A5 幢 1 单元 1304 号房产（不

动产权证号：冀（2020）大厂回族自治县不动产权第 0012698）。

起拍价：900000 元。拍卖机构名称：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pm）。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

上述拍卖物情况的，请与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联系。 [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李欣霖：本院在执行沈钢锋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9）豫 0103 民初 18496 号民事判决书责令你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但你至今未履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

知书、财产申报令、执行裁定书。公告期满六十日，视为送达。责令

你自本公告期满七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本院将依法对查封李欣霖名下位于郑州市二七区锦秀街 13号 3
号楼14层1403号（不动产登记证明号：豫2019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4005号）、郑州市二七区锦秀街13号3号楼14层1404号（不动

产登记证明号：豫 2019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26639 号）房产进行

评估、拍卖。限你在本公告期满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相关评估拍

卖手续，逾期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所确定的评估机构及评估报

告不再另行公告，并对上述李欣霖名下位于郑州市二七区锦秀街

13号3号楼14层1403号（不动产登记证明号：豫2019郑州市不动

产权第 0414005号）、郑州市二七区锦秀街 13号 3号楼 14层 1404
号（不动产登记证明号：豫2019郑州市不动产权第0426639号）房

产依法进行拍卖。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王相鹤：本院在执行张秀娟申请执行你、杜秋霞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2019）豫 0103 民初 834 号民事判决书，责令你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你至今未履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执行裁定书。公告期满六十日，视为送

达。责令你自本公告期满七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对查封王相鹤名下位于荥阳市荥泽路与飞

龙路交叉口东南侧宝翔嘉苑 9号楼 2单元 11层 1106房产进行评

估、拍卖。限你在本公告期满十五日内到本院办理相关评估拍卖

手续，逾期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所确定的评估机构及评估报告

不再另行公告，并对上述王相鹤名下位于荥阳市荥泽路与飞龙

路交叉口东南侧宝翔嘉苑 9号楼 2单元 11层 1106房产依法进行

拍卖。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赵钊：本院受理徐火星与你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225执恢 8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责令

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已生效的兰考县人民

法院（2015）兰民初字第 02201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兰考县人民法院
席金龙、孔秋彩：本院受理郭翠花与你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225 执 1571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已生效的兰考县

人民法院（2018）豫0225民初18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兰考县人民法院
邢彦、洪强：李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对本院下发

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吉 0102 民初 3432 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未能自动履行，经申请执行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现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

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及风险提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王井艳：吉林众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对本院下发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吉

0102 民初 151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未能自动履行，经申请

执行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依法对

被执行人王井艳名下的位于长春市南关区艾家小区 1 号楼，权

利证号：201602020308 号，丘地号：3-41/65-95-1（511），建筑面

积 101.95平方米房屋进行司法网络拍卖。现向你送达拍卖裁定，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姜桂范、牛广武：李忠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对本

院下发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吉 0102 民初 3434 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未能自动履行，经申请执行人申请，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现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财

产申报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及风险提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梁国华、张兴伟：本院受理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解放大路支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因你对已发生

法律效力的（2018）吉 0102 民初 180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未能自动履行，经申请执行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之规定，现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风险提示、报告财产

令、限制消费令及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郭义全：本院受理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经路

支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因你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
吉0102民初460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未能自动履行，经申请

执行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现向你送

达执行通知书、风险提示、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及执行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松原市东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井方：本院受理的王洪

江申请执行代井方、松原市东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务转移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吉 0122 执 205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拍卖）；（2019）吉 0122执 207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拍卖）。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视为送达。如对上述法律文书有异

议，可以自收到上述法律文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

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吉林]农安县人民法院
杜国林：本院受理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

放大路支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因你对已发生法律效

力的（2017）吉 0102 民初 281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未能自

动履行，经申请执行人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

规定，现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风险提示、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

及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锦州仁弘商砼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朱元英与被

执行人锦州仁弘商砼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执行一案，锦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 07民终 66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

消费令、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关于锦

州仁弘商砼有限公司内放置的型号为 2XHZS180立两套混凝土

搅拌站的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

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7 天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

弃相应权利，并承担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辽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
柴跃红：陈永凯依据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包

民五初字第 113 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风险

提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在执行镶黄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陈海英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中，对被执行人陈海英所有的位于镶黄旗新宝拉格镇第三

居民区（街面房，西域骆驼店铺）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经协商，已

选定拍卖机构。我院将于2020年8月30日10时至2020年9月2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镶黄旗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进行公开第一次拍卖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

的物：坐落于内蒙古镶黄旗新宝拉格镇第三居民区房产（街面房，

西域骆驼店铺），房屋所有权证号：房权证蒙字第16103100084号，

建筑面积为 227.60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人为陈海英。房屋设计用

途：商住，房屋总层数为2层，所在层数为第1、第2层，建筑结构为

砖混结构。起拍价：728300.00元。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陈海英；

拍卖机构名称：淘宝网。 [内蒙古]镶黄旗人民法院
内蒙古渊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乌云与你

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因原告乌云撤回对你公司的起诉，本院

予以准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802 民初 948 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张素华、王虹：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史建国申请执行被执行人

张素华、王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赤峰市松山区人

民法院作出参加现场勘验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

行局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青岛久龙食品有限公司、青岛久龙鸿海贸易有限公司、中荷高

效农业（青岛）有限公司、毕瑞华、魏希成：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李沧第一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金商初字第 259号民事调

解书已生效且立案执行，案号为(2015)青执字第 851号。因你（单位）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省分公司提交的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书 1份，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东营市宜坤工贸有限公司、东营海星长盈水产品有限公司、赵

玉光、李爱云、东营市王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你（单位）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 02 民初 1464 号民

事判决书已生效且立案执行，案号为(2018)鲁 02 执 641 号。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

裁定书（网络文书编号）之一至之七、之五冻结裁定书、之八拍卖裁

定书、腾迁公告、青亚（土评）字【2020】第 034 号评估报告各 1 份，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青岛鲁昌化工有限公司、青岛瑞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尹训

新、赵玉英、苏金勇：申请执行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

金商初字第 212 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且立案执行，案号为(2016)鲁
02 执 194 号，恢复案号为（2018）鲁 02 执恢 18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提交的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书 1 份，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何忠策：关于申请执行人薛伟与被执行人何忠策、张桂兰民间

借贷纠纷执行一案，本院作出的（2014）顺民一初字第 712号民事判

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向你公告送达辽中评报字（2020）第 81
号评估报告，被执行人何忠策名下车辆价值 88738 元。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不提，本院将依法进入拍卖程序，拍

卖上述房产。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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