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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赔 1500 万，再赔 1000 万！
这起环境公益诉讼案调解有新意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
风似剪刀。 ”又到一年清明时节，
应该如何怀念英雄，福建检察人
做出了这样的示范。

是英名就应该被镌刻

陈遵盘，福建省福清县海口
多斗垣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
兵三六四团迫击炮连炮手，1958
年 11 月 3 日， 在解放金门战役
中光荣牺牲。

2019 年 12 月， 福清市检察
院在线索摸排中发现陈遵盘烈
士纪念碑等烈士纪念设施存在
杂乱污损、 无人管护等问题，未
能保持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
和氛围。 福清市检察院随即向相
关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跟进监督中，福清市检察院
进一步发现，福清市现有烈士英
名录上竟没有陈遵盘烈士的信
息，烈士名录存在衔接疏漏。 为
此，福清市检察院立即督促相关
行政部门补录烈士英名录，并经
烈士家属同意，将烈士纪念碑迁

移至生命公园由官方统一管护。
以此案为契机，福清市对全

辖区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了摸底
建档， 对 64 处烈士纪念设施分
批次进行修缮，并实现将烈士纪
念设施专项管护经费列入地方
财政预算，由市财政每年拨付 20
万元用于烈士纪念设施日常管
理和维修改造。

有牺牲就必须被铭记

叶凯、王则炎，或许很多人并
不熟悉这两个名字，但祖国不会忘
记， 是他们用 26岁、23岁的年轻
血肉抵御日军的侵略，守护祖国的
尊严。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的后屿
烈士陵园就长眠着这两位英雄。

2019年 10月，晋安区检察院
干警在走访辖区内英雄烈士纪念
设施中注意到了这个离单位并不
远的后屿烈士陵园护栏和围墙破
损、垃圾散落、杂草丛生。

2019 年 11 月晋安区检察院
向相关行政部门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要求做好英雄烈士陵园保

护工作，及时对相关设施进行打
扫、清理、修复等，保护英雄烈士
纪念设施庄严、肃穆、清净的环
境和氛围中，健全服务和管理工
作规范，及时排查管理不到位情
形，形成保护烈士陵园及其他英
烈保护设施的长效机制。

经过多方努力，有关部门及
时采取整改措施，恢复了烈士陵
园庄严肃穆的外观，由当地村委
负责拆迁期间至重新规划建设
期间的日常维护。 此外，该烈士
陵园重新修缮工程被纳入晋安
区整体规划，并计划结合周边学
校的需求，将陵园发展成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弘扬爱国主义道
德风尚。

有妨害就坚决要排除

湖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系闽
侯县人民政府 1991 年建立，是
纪念为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 12
位英烈。 闽侯县检察院检察官调
查核实时发现，在该纪念碑右侧
5 米左右有一处通讯铁塔及临时

搭盖，有碍观瞻，破坏了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庄严、肃穆、清净的
环境和氛围，社会公共利益受到
侵害。 在充分调查核实基础上，
闽侯县检察院向相关行政部门
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消除公共利
益损害，恢复庄严、肃穆、清净的
环境和氛围。

收到检察建议后， 各有关单
位均及时作出反应， 按照建议要
求进行整改落实。但在执行过程，
一些无法调和的问题接踵而来：

通讯铁塔作为国有资产，进
行拆除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通讯铁塔迁移如何解决选址及
资金问题……迁移该通讯铁塔
及其机房所牵涉部门多、 难度
大，迁移工作难以推进。 得悉情
况后， 福建省检察院召集市、县
检察院，会同福州军事检察院多
次走访现场，并组织召开了全国
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听
证会，会议由福建省检察院党组
成员、副检察长罗辉主持，召集
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各相关单位
举行公开听证，最终促成通讯铁

塔拆除及迁移具体事项，铁塔公
司、联通公司与大湖村代表经协
商形成并签订了整改协议。

拿破仑曾说： 烈士身后
事，折射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
于英雄的态度，必将影响一个民
族的未来。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英
雄烈士保护法》 正式赋予检察机
关依法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力。 自
此， 检察担当成为了保护英烈的
重要力量。2019年以来，福州市检
察院联合福建省福州警备区共同
签署《关于协同开展涉军英雄烈
士保护公益诉讼活动的实施意
见》， 明确了涉军领域英雄烈士
及其纪念设施保护的对象、情
形，并就涉军英雄烈士保护领域
的公益诉讼线索移转、 调查核
实、专业知识、日常互动等四个
方面建立了具体的协作机制，截
止到目前， 共办理英烈领域内公
益诉讼案件 20余件。

（据“发现福建”微信公众号）

近日， 南沙法院成功审结
广州首例由基层法院受

理的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一
家是买卖石油化工产品的公司，另
一家是回收利用废弃油品的公司，
两家公司本可形成合法的废油处
理产业链，却共同走上了违法犯罪
的道路。结案金额达 2500万元，涉
案人数达 17 人，涉案污染物 1000
余吨，污染范围包括广州市、清远
市、江门市等地，造成了巨大的环
境污染和损失。

为牟利，非法“洗油”

深圳某冠公司是一家主要
从事原油、成品油、燃料油、沥青
等石油化工产品贸易结算及交
易业务的公司。 广州某港公司则
是一家主要从事收集、处理船舶
港口含油废水；船舶船舱、油库
储罐、油站等储罐的清污处理服
务；废油综合回收利用，油品的
储存、中转的公司。

2017 年 1 月起，某冠公司与
某港公司协商，将某港公司部分
场地和设备出租给某冠公司经
营非法“洗油”业务，即采用非法
手段“硫酸白土法”对废弃油品
进行再加工。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4 月，某冠公司在无相关经营
资质和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情
况下，在某港公司租给其使用的
场地上，采用“硫酸白土法”对未
达销售标准的油品和内含杂质
较多的罐底油进行精制，也就是
所谓的“洗油”。

“硫酸白土法洗油”需使用
硫酸、白土、纯碱、循环油等物

料，会产生酸渣、白土渣、有机废
气等污染物，其中酸渣、白土渣
属于危险废物（含油废物）。 直到
2018 年 4 月 26 日， 国家生态环
境部门到某港公司开展专项督
查，该非法项业务才被叫停。

在此期间，某冠公司和某港
公司的工作人员形成了明确的
分工：某冠公司法定代表人崔某
荣负责收购废油及卖出非法精
制后的油品；股东陈某樵负责经
营“洗油”车间；某港公司副总经
理张某负责修改环保项目规划，
将某冠公司洗油车间以某港公
司过滤车间的名义纳入环保项
目规划进行报建；业务主管彭某
华帮助违规处理非法“洗油”产
生的危险废物酸渣和白土渣等。
白土渣经层层转卖，又在广州南
沙区、白云区、江门市新会区、清
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等地被违
法处理提炼出油品后销售牟利。

基金会诉请难获支撑

2019 年 4 月，公诉机关向南
沙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单位
某冠公司、某港公司及被告人崔
某等 13 人犯污染环境罪。 2020
年 4 月， 南沙法院作出刑事判
决， 判决被告单位某冠公司、某
港公司、崔某荣等人犯污染环境
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至
一万元不等，对崔某等人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至一年十个月不等。

2019 年 6 月，广东省环境保
护基金会（以下简称广东环保基
金会）将上述两家公司及崔某荣
等人诉至法院，广州市南沙区人

民检察院支持公诉。 广东环保基
金会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包
括， 由全体被告在相应期限内，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处置涉案现
存白土渣及其他危险管理物品，
并需通过生态环境局验收；全体
被告在相应期限内，在原告指定
的 地 点 种 植 工 程 价 值 为
33444300 元的红树林并完成三
年的养护工作；同时还诉请被告
公开赔礼道歉、承担诉讼费。 广
东环保基金会向法院提交了监
测报告、专家评估意见、南沙水
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函等证据。

但因距离被告实施侵权行
为的时间较长， 涉及地区广泛，
广东环保基金会未能及时进行
相关鉴定。 法院受理该案时，污
染现场已被破坏，无法进行现场
鉴定，从而导致事发时的污染范
围、程度已无法详尽查明，被告
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金额也难
以准确确定。

现金赔付+十年修复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不同于
一般的民事案件，涉及的利益主
体是生活在被污染环境中的大
量人民群众，法院应当主动审查
原告的诉请及证据是否能够有
效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受破
坏的生态环境。 而这起民事环境
公益诉讼污染现场已不复存在，
难以对环境被污染的程度进行
鉴定，原告提供的证据又相对薄
弱， 如仅仅按照举证规则裁判，
结果显然不足以有效地保护社
会公共利益和修复受破坏的生

态环境，针对本案存在的疑难复
杂状况，法官在认真研判案情的
基础上，与检察院、广东环保基
金会反复沟通后，确定了调解的
整体工作思路。

确定调解方案的过程中，法
官考虑到， 一次性支付大额赔偿
款固然可以修复已受损的环境，
也可以为易受损的环境提供强有
力的保护， 但侵权人一次性支付
完赔偿款后， 便不会再关注后续
的环境修复工作。 为增强环境保
护的持续性， 同时加强对侵权人
的警示教育， 法官提出了要求侵
权人实施持续性环境保护措施的
方案， 结合案件侵权行为实际造
成的不良影响， 法院认为在一次
性赔偿的基础上， 再由两家公司
每年支付 100 万元用于环境保
护，更具有教育及引导意义。

在广州中院环境资源审判
庭的指导和帮助下，南沙法院经
过近三个月的调解、释法，各方
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方案，由某

冠公司和某港公司承担消除危
险、恢复原状的责任，并需公开
登报赔礼道歉、一次性支付赔偿
款 1500 万元， 同时两家公司需
在 2021 年至 2030 年期间， 每年
支出不低于 100 万元的费用，用
于环境公益事业。

相对于广东环保基金会的
诉请以及提供的证据，这样的调
解方案更加有效地保护了社会
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环
境权益。 同时，相较一次性的赔
偿及道歉，让造成污染环境的主
体持续性地参与环境公益事业，
更加能够让环境侵权人充分认
识到自身错误，也更加有助于向
社会公众有所交代，树立正确的
价值导向。

此外，被告公司还找到其他
公司对 1500 万元的赔偿款及用
于每年环境公益事业支出 100
万元进行了担保，有利于进一步
确保调解协议的实际执行。

（据央视新闻）

清明祭奠，以公益诉讼的名义！

非法“洗油”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