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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公布5起涉环境典型案件
时报讯（记者 王悦）6月4日，省高

级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年来全
省法院环境资源司法审判工作情况，公
布了5起涉环境典型案件审判情况。

去年以来，全省法院依法积极配
合检察机关开展涉环境资源公益诉
讼，审结相关案件40余件，主要包括涉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和刑事附带民
事涉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比较典型的
案例分别涉及环境污染、非法占用农
用地、毁林、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非法采矿等领域。

案例1.海东市人民检察院诉金昌
某某公司、平安某某公司环境污染民
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8年8月期间，金昌
某某公司在与平安某某公司签订的硫
酸镍生产线租赁合同终止后，在无任
何手续的情况下，授意其职工趁天黑
下雨偷排浓密池的工业废水至白沈沟
河，造成白沈沟河及河岸土壤严重污
染。且存储在平安某某公司院内浓密
池中的工业水镍含量超出国家标准，
存在环境污染的重大风险。海东市人
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
令二公司连带承担赔偿环境污染修复
费用 36.23 万元并排除妨害、消除危
险，在四个月内处置平安某某公司厂
区内浓密池中存储的工业水；判令平
安某某公司在两个月内治理厂北区排
污口和厂南门处的沉淀池；共同承担
鉴定费用。

【裁判结果】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认为，金昌某某公司偷排工业废水
入白沈沟河后流进湟水河，造成河水及
河岸土壤环境严重污染，应当承担相应
的民事侵权责任，赔偿修复生态环境的
费用；平安某某公司作为从事硫酸镍生
产企业，具有防治污染之责，其将部分
硫酸镍生产线租赁给金昌某某公司后，
对该公司生产线生产的工业废水处置
未尽到监管职责，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遂判令金昌某某公司自判决生效后十
五日赔偿环境污染的修复费用36.23万
元，平安某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连带
承担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
自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处置平安某某
公司厂区内浓密池中存储的工业水；平
安某某公司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自判
决生效后四个月内治理厂北区排污口
和厂南门处的沉淀池；共同承担鉴定费
用15万元。一审当庭宣判后，双方表示
服判不上诉。

【典型意义】本案系我省首例检察
机关起诉的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案，主要涉及到具有自动修复功能资
源污染的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问题。
虽然水、大气等资源具有自动修复功
能，少量排放可能会通过生物、物理机
制等实现自我净化，但是每一次污染
都会或多或少对环境承载能力产生影
响，使其服务功能损失，最终导致生物
的减少或灭绝，造成环境资源的价值
降低，破坏生态平衡。因此对已经自
我修复的污染采取虚拟成本法测算和
判决赔偿生态环境污染的修复费用有
其现实意义，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
价值理念，具有很好的评价、指引和示

范作用。
案例2.格尔木市人民检察院诉被

告人罗某某某某某等非法占用农用地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3 年至 2015 年，被
告人罗某某某某某等三人在担任村委
会主任、党支部书记期间，未经相关部
门审批许可，以村委会名义非法开垦
林地面积9930.52亩。致使林地原有地
貌完全改变，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格
尔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罗某
某某某某等三人行为已触犯刑法规
定，应当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刑
事责任。同时要求附带民事诉讼被告
都兰县巴隆乡布洛格村村民委员会、
罗某某某某某等赔偿植被恢复费人民
币36127606.29元并及时修复被损毁的
植被，恢复土地原状并制定了详细的
修复方案；赔偿本案鉴定费人民币
8000元；四被告公开向社会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格尔木法院一审认
为，被告人罗某某某某某等三人违反
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草原，改变被
占用草原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草原大
量毁坏，其行为均构成非法占用农用
地罪。同时，上述犯罪行为毁坏了原
有土地所承载的生态功能侵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遂判处被告人罗某某某某某等三
人的刑期分别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五年；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有期
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三人分别被并
处相应的罚金；责令附带民事诉讼被
告共同修复被毁坏的 9930.52亩林地，
并在五年内恢复生态功能，其恢复标
准为判决书中所载明的“修复计划”标
准。并由公益诉讼起诉人负责监督实
施生态修复；共同承担鉴定费 8000 元
及在《青海日报》书面赔礼道歉。三被
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在二审审理
期间申请撤回了上诉。

【典型意义】该案判决责令各被告
人共同修复被毁坏的林地，并载明了
详细的修复方案和标准，并由当地的
检察机关负责监督实施，使各方力量
参与到被破坏土地的治理中，对被破
坏土地尽快恢复生态功能，具有积极
的保障作用。该案中检察机关作为负
责监督实施修复机关的做法，是生态
环境治理和审判实践的有益尝试。通
过该案的审理，有效遏制了当地破坏
环境的非法行为，起到了警示和震慑
作用。对于当地牧民群众，既是生动
的法律知识普及，又是深刻的环境保
护教育，促使人民群众树立起绿水青
山的环保意识。

案例3.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
检察院诉被告人赵某某失火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8 年 1 月 19 日，被
告人赵某某携带家人到自家墓地给已
故双亲扫墓，不慎将燃烧的烧纸散落
到墓地周围的草丛，火势蔓延，导致林
地过火，发生火灾。过火面积 104亩，
过火地类为未成林造林地，烧毁樟子
松、青杨、锦鸡儿、沙棘等林木，造成经
济损失208393元。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某某犯失火

罪提起公诉，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要求被告人赵某某对失火林地
恢复重植或赔偿重植费用。

【裁判结果】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赵某某虽因
不慎引发火灾，但已危害公共安全，其
行为构成失火罪，应予惩处。但其积极
救火并有自首情节，且就被烧毁林地的
恢复重植，与公益诉讼起诉人达成调解
协议，对大通县长宁镇上鲍村东山失火
林地实施恢复重植，重植面积92亩，造
林树种为：胸径 2.5厘米以上青杨雄株
及苗高80厘米以上樟子松，青杨雄株和
樟子松各占50%。于2019年5月底前重
植完毕。如在上述期限内不能重植完
毕或虽已重植，但经验收不合格，则由
赵某某赔偿林地重植费用 21.71万元。
遂以失火罪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有期徒
刑一年，缓刑两年。

【典型意义】调解是贯穿民事诉讼
的基本原则。在环境侵权案件审理过
程中，人民法院应当统筹社会力量，健
全完善调解机制，推动形成防范化解
社会矛盾的整体合力，充分发挥司法
在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
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本案受案法
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积
极探寻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根本利益的交汇点，在注重环境
治理、修复的同时，依法保障个人合法
权益。此外，受案法院将法律援助与
司法审判对接，为被告人指定法律援
助律师辩护及代理，引导当事人依法
理性解决纠纷、修复环境资源的做法，
亦值得肯定。

案例4.玉树市人民检察院诉被告
人贡某某某等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7年12月30日，被告
人贡某某某等三人在玉树市仲达乡境内
邦琼寺附近山区用铁丝陷阱非法捕杀三
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母马麝并埋尸于现
场附近。玉树市公安机关接群众报案后
在现场将三人抓获。三只马麝整体价值
为90000元。玉树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
人贡某某某等三人犯非法猎捕、杀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同时提起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三被告赔偿因
非法猎杀导致三只马麝死亡所造成的国
家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0000元并公开
向社会公众道歉。

【裁判结果】玉树市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贡某某某等三人非法猎捕、
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行为
已触犯我国刑法，构成非法猎捕、杀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同时损害了社
会公共利益，应承担对国家野生动物
资源造成的损失。遂以非法猎捕、杀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
贡嘎平措等三人 3 至 5 年不等的有期
徒刑并处相应罚金；判决三被告人共
同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90000元，并公
开向社会公众道歉，将道歉申明刊登
于本地区有影响的报刊上。

【典型意义】玉树地区在整个三江
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中处
于主体地位，动植物资源丰富。但其
地处高原，海拔高、生态脆弱，环境损

害恢复难度大，保护、培育显得尤为重
要。玉树市是玉树的州府所在地，对
玉树的整个生态环保和建设中具有引
领作用。本案在对被告人非法猎捕、
杀害野生动物行为判处刑罚的同时，
要求被告按被捕杀野生动物价值承担
环境损害费用并公开道歉的做法，不
仅对类似犯罪起到震慑作用，也对大
力培育全社会共同保护好三江源生态
文明理念起到促进作用。

案例5.玛多县人民检察院诉被告
人高某等七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6年 7月至 8月间，
被告人高某等七人经商议，在未取得
相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位于
砂金禁采区的玛多县花石峡镇吉日迈
村被告人角某承包草场上开采砂金，
造成当地草原大量裸土外露，河谷融
区潜水层结构及地形地貌景观被破
坏。玛多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高某
等七人犯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同时
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七被告
人支付恢复其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和植
被资源所需费用24.26万元。

【裁判结果】玛多县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高某等七人违反矿产资源
法的规定，在未取得开采许可证的情
况下，擅自采矿，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
害，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采
矿罪，遂以非法采矿罪判处被告人1至
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对承担修复责任
的被告人李某某判处有期徒刑、缓期
执行。在审理中，被告人李某某通过
定西中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委托邢台
地矿地质工程勘察院编制了《青海省
玛多县花石峡镇吉日迈村砂金过采区
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方案》，该方案
针对矿区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提出了沙堆清理、回填采坑，场地平
整，撒播草籽、养护等较为具体的综合
治理措施，其技术上较为可行，工程部
署较为合理，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且
得到黄河源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的认
可，需治理费用 24.26万元。被告人李
某某自愿承担了所需治理费用，并与
公益诉讼起诉人达成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玛多，藏语意为“黄河
源头”，地处黄河源国家公园。本案在
审理中注重发挥环境司法职能作用，
维护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的运行，尤
其是在生态环境敏感区等生态红线划
定区内，司法裁判严守环境保护优先
和生态红线管理制度，严禁任意改变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的行为，防止不合
理开发资源的行为损害生态环境，对
污染环境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以对
生态环境的损害修复情况作为刑事处
罚的重要情节，将环境修复与严厉打
击非法开采相结合。判决和调解结果
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要
求，对引导当地牧民合理利用草场，有
效遏制非法开采，保护自然保护区环
境资源具有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