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份、 能力、资
金，不管其中哪一条，
都足以打击民间环保
NGO的积极性和诉讼
毅力———徐馨石说。

“

”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8起公益诉讼 0起立案

民间环保 NGO的维权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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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
红江村村民黄威，已经记不清有多
少天在这种刺鼻的气味中度过了。
这是一种建筑材料生产时产生的
气味，在他家不远处的一家建材生
产厂不断排放出这种气体，即便是
将窗户关个严严实实，这股味道还
是会从细缝间溜进屋里。

黄威也曾试图与企业交涉，但
一人力量毕竟有限，交涉无果。 时
间一久，他和周围的村民都对这种
气味儿麻木。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地一家
与他从未谋面的民间环保组
织———“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开始帮助他。

在国内，像“朝露”一样帮助环
境污染受害者维权的民间环保
NGO不在少数，他们正在通过谈
判、调解、诉讼等不同的方式维护
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权益，但这些民
间 NGO 在维权道路上又面对各
自的“囧途”。

2月 28日， 中华环保联合会
在 2013年环境维权情况通报会上
公布的一组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民间环保组织的整体维权困境：
2013年全年向法院提起诉讼的 8
起公益诉讼案件无 1 起得到立案
受理。

环境维权服务是民间环保
NGO发展的重要部分，利用法制
力量来推动环境建设更是民间环
保 NGO 发展的重要引擎。 现如
今，面对着中华环保联合会从起诉
到立案 8:0 的落差， 民间环保
NGO环境维权路在何方？

公益诉讼遭遇立案冷对

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2月 28日的中华环保联合会

通报称，2013 年该会共开展了 8
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中包括 7起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1起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 但 8起公益诉讼案件，当
事法院均以原告主体不适合为由
未予立案。

中华环保联合会是民政部注
册、 环保部主管的非营利组织，由
热心环保事业的人士、企业、事业

单位自愿结成，长期从事环境保护
事业。

2013年 1月 1日， 新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其中第 55
条将公益诉讼的内容进一步明确
为“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
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而《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
三审稿的修订草案将公益诉讼主
体界定为“依法在国务院民政部门
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
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全国
性社会组织”。

这些法理上的修订，使这家环
保部主管的民间组织有了维权和
服务的底气，但仍遭遇了现实的尴
尬。

2103年 6月 5日， 中华环保
联合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
法院， 对海南罗牛山种猪育种有
限公司以及海南天工生物工程公
司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就遭遇了
“罗生门”。

6月 21日， 海口中院正式出
具立案通知书，明确告知中华环保
联合会“经审查，起诉符合法定条
件，本院决定立案受理”。然而，7月
25日， 同一家法院却向中华环保
联合会出具民事裁定书，将已经立
案的两起公益诉讼驳回。

驳回理由让作为起诉方的中
华环保联合会法律服务中心副主
任马勇有些不解。“法院不能擅自
改动法律条文吧？这也太说不过去
了。 ”马勇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理由是， 将《民事诉讼法》第
55条明文进行“改动”，将“法律规
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改为“法律规定的
有关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认为民事公益诉
讼的起诉主体具有法定性，而目前
的法律中尚未对中华环保联合会
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资
格作出明确规定，故中华环保联合
会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不
适合。

随后马勇将案件在规定上诉
期内诉至高院，但高院以同样理由

驳回。
此外， 部分法院对中华环保

联合会提起的公益诉讼既不受理，
也不下发书面的不予立案通知，甚
至个别法院在不出具任何意见的
情况下将递交的诉状原样寄回。

“法律条文的修订并没有为我
们赢得更多空间， 反而在逐步缩
紧，这令我们十分不解。 ”马勇说。

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

与中华环保联合会相比，国内
的另外两家民间环保 NGO 幸运
得多，但幸运稍纵即逝，这起被媒
体称为“全国首例民间环保 NGO
公益诉讼获得立案”的案件也面临
无法推进的困境。

2011年， 云南省曲靖市陆良
县非法倾倒铬渣致环境污染，经
过媒体报道后， 这个西南偏远小
县的环境污染问题迅速曝光于
众。与此同时，国内两家民间环保
NGO 自然之友和重庆市绿色志
愿者联合会获得消息后， 开始组
队， 连同盈科律师事务所曾祥斌
等公益律师团队， 前往污染现场
进行调查取样。

2011年 10月 19日， 这两家
环保NGO将当地两家污染企业，
云南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和云
南陆良和平科技有限公司， 告上
法庭并索赔 1000 万元建立生态
补偿基金，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此案。

就在自然之友理事长李波担
心能否立案之时，曲靖市中院表示
正在受理并立案。

至此， 全国首例民间环保
NGO公益诉讼法庭交锋开始。

经过半年的取证调查后，该案

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进行双方证
据交换，为下一步公益诉讼开庭做
准备，与此同时一场调解也在庭外
进行。被告找到原告希望能进行庭
外调解，在法庭主持下列出了相应
的调解协议，但最终这个协议书也
没能签上被告企业的名字。

2013年 4月 18日，被告企业
方单方面提出拒绝签署调解协议，
并推翻之前一切协定。这使先前为
调解所做的努力都作废了。

回想起当初的这起诉讼，自然
之友的现任总干事张伯驹说：“能
立案确实是民间环保 NGO 在公
益诉讼上跨出的一大步，能够拿起
法律武器来捍卫环保确实是令人
欣喜的。 ”

张伯驹对《公益时报》表示，企
业方单方面推出调解协定，不代表
自然之友就会改变立场。“这将是
一场旷日持久的公益诉讼官司，我
们会一直打下去。 ”

谈到目前的案件进展，张伯驹
说：“目前正在委托环境监测方对
当地土地污染的现状做进一步分
析，铬渣污染的时间越长可能会引
起土壤破坏的加剧。 ”

身份、能力、资金成“拦路虎”

鲜有的几次胜利让民间环保
NGO 在公益诉讼道路上看到一
丝曙光，但更普遍的情况是，民间
环保 NGO 想要赢得环境维权的
最终胜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般情况下，还是不主张公
益诉讼， 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好准
备。 ”林强说。

林强是浙江省温州市艾绿环
境发展中心的项目主管， 这家成
立于 2012 年的民间 NGO 在江、
浙两省实施“清源行动” 环保项
目。林强说，在行动中很容易碰到
环境污染事件，面对环境被破坏、
直接利益相关人受害的情况下，
艾绿并不太愿意选择公益诉讼来
解决， 更多的是调解和直接提供
帮助。

“上哪告、告什么、怎么告，进
行公益诉讼首先就需要有法律方
面的团队来支撑，机构目前并没有

从事法务方面的队友， 取证都难
度，更别谈诉讼了。 一场官司打下
来， 可能会耗费数年， 民间环保
NGO耗得起么？ ”林强反问道。

成立时间久一些的机构也尝
试着公益诉讼，但效果不太理想。

文章开始提到的浙江省绍兴
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是较早
开始从事公益诉讼的民间 NGO
之一，该机构主任徐馨石对《公益
时报》记者表示，公益诉讼在他们
机构早就已经开始，但现在一些有
关公益诉讼的法规让他却越来越
看不懂。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三
审的《环境保护法》，将起诉主体资
格进行明确，但同时范围也是越来
越窄， 这让全国众多的民间环保
NGO自动丧失了诉讼主体资格，
还谈什么公益诉讼。 ” 徐馨石说，
“环境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公
众，民间环保NGO理应可以作为
起诉主体，不应该区别对待。 ”

另外，徐馨石举了一个环境维
权案例， 受害者中有 13人与企业
达成以资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和解。

“这些环境受害者的妥协有时也令
我们无奈。公众应该为子孙后代多
想想，不要只满足眼前利益。 ”徐馨
石说。

除此之外，资金也是一个很实
际问题。

从 2011年 10月 19日云南曲
靖铬渣案被当地法院立案受理，
中间经过证据交换、调解协议，到
2013年 5月 18日，企业方单方违
约推出协调框架， 这期间自然之
友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 可由
于企业违约， 自然之友与联合起
诉方重庆绿联又不得不接着先前
的诉讼主张继续调查检测土壤污
染状况。

“如果说做一个完整的铬渣污
染土地的项目检测，那估计经费可
能会超过 100万，这对于一个民间
NGO来说是根本承受不了的，自
然之友现在也只能邀请第三方做
一些小范围检测，从而为诉讼增加
一些证据砝码，公益诉讼的取证就
是需要成本的，而成本需要更多资
金来支撑。 ”张伯驹说。

� � 故事从一部动画片开始。这
部动画片是 1958 年我们中国人
完成的第一部剪纸动画片———
《猪八戒吃西瓜》，这部具有鲜明
民间艺术特色的剪纸片，将动画
形象塑造得生动丰满，也使中国
的民间传统艺术得到了发扬。看
着片中简单而有趣的情节，我们
故事的主人公小波思绪万千。

小波今年 33 岁，公益事业
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的公益
没有目的， 有时间有能力就做
些有意义的事情。 小波对中国
的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中国传统文化是古圣先贤几千
年经验、智慧的结晶，“达意”要
远重于“绘形”，其精髓是中国
人血液中流淌着的民族精神与

智慧。 但是，成长于文化断层期
的现代人， 多数没有什么清晰
的概念。 很多传统艺术如戏剧、
剪纸、皮影等等，其发展和传承
也不尽如人意。

因此，为了让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神根植于年轻一代心中，他
策划了一个“传统文化进社区，
送福到您家”的活动。

� � 更多公益故事， 敬请关注每周日 12:10 播出的旅游卫视
《善·行天下》栏目

善·行天下 公益纪实
———注目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