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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护航“国际红树林中心”
落霞与千鸟齐飞，静水共

长天一色。一边是碧海
林涛 、鸟语莺啼 ，一边是摩天大
楼、车水马龙。 在深圳这座繁华
都市的中心地带，“绿色海湾”深
圳湾已成候鸟乐园的代名词，也
是“网红”打卡地。

城中有桃源。 以全国唯一地
处城市中心区的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福田红树林湿地为主体的
深圳湾区域，是东半球候鸟栖息
地和南北迁徙通道上的主要“中
转站”， 每年有十万计的候鸟来
此停歇，黑脸琵鹭、小灵猫、欧亚
水獭、豹猫等众多珍稀野生动物
是这里的“常客”。

红树是湿地重要物种之一 ，
深圳最腹地、最核心的区域几乎
都被红树林环绕，但这还不到深
圳庞大湿地的 1%。 目前，深圳红
树林面积 296.18 公顷，全市湿地
总面积 35748 公顷，分为 4 类 20
型。 2022 年，《湿地公约》第十四
届缔约方大会在武汉举办，经大
会正式通过 ，全球首个 “国际红
树林中心”落地深圳。

深圳将红树定位为 “市树 ”，
可见其对红树林湿地的呵护丝
毫不亚于对经济发展的重视。 如
何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保护湿地，
保护深圳的青山绿水，也是深圳
检察机关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
一项重要工作。

生态保护联盟的成立

湿地被喻为“地球之肾”“物
种基因库”。 保护湿地就是保护
地球和人类的未来。 近年来，依
托公益诉讼，深圳检察机关开始
了司法保护湿地的创新实践，确
保湿地保护法实施。

2015 年 7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最高检在广东等 13 个省
区市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深
圳是首批试点城市之一。 获批开
展试点工作以来，深圳检察机关
不断深化公益诉讼检察，强化生
态环境领域法律监督，加大对破
坏湿地生态等环境资源领域案
件的办理力度， 确保生态环境

“最严密的法治”依法有效运行，
为全力推进美丽深圳建设提供
坚实的司法保障。

“刚开始搞公益诉讼没有先
例可循，着实头痛了很久。 ”深圳
市福田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副
主任宋子建回忆说。“除了缺乏
相关理论研究和法律规定，最大
的难题还有案件线索不足。 ”为
突破线索瓶颈，福田区检察院公
益诉讼团队依靠群众， 借助科
技，积极拓展案源。

2016 年 10 月， 福田区检察
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单位未经批
准，在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福田自然
保护区”）内、凤塘河口西北侧，
搭建了两层临时活动板房及篮
球场等配套设施，并将保护区绿
地进行水泥硬化，违法占用保护
区红线用地面积 2554.94 平方
米。 该院向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

议，督促其依法履职。
一个多月后， 检察官回访发

现， 保护区内被侵占的绿地虽被
填土复绿， 但并没有事先铲除地
面硬化的水泥，而是直接填土，不
符合复绿要求。 2016 年 12 月 19
日，经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福田区检察院对主管部门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 请求责令被告依法
履职， 并确认被告对自然保护区
红线用地被非法侵占的情形怠于
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 诉讼提起
后，主管部门及时整改，全面拆除
占用保护区红线用地的建筑并铲
除水泥地面，彻底完成复绿。福田
区检察院向法院撤回责令被告依
法履职的诉讼请求， 保留确认被
告对自然保护区红线用地被非法
侵占的情形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
违法的诉讼请求。

2017 年 6 月 15 日， 案件开
庭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 19
个省的检察人员前往深圳，听取
案件办理情况汇报并旁听庭审。
经审理，法院当庭宣判确认被告
怠于履职的行为违法。 这是深圳
第一宗宣判的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 谈起案件的成功办理，宋子
建欣慰地说：“该案不仅保护了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资源
和环境，更坚定了我们开展公益
诉讼的信心。 ”

在该案办理过程中，检察机
关同时发现福田红树林周边的
人类活动、噪音、污水等问题时
刻威胁着保护区的生态安全，仅
靠保护区自身力量难以彻底解
决。 2018 年 7 月 6 日，福田区检
察院联合福田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以及公安、环保、城管等 12
家单位，成立福田自然保护区生
态保护联盟。

这是全国首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态保护联盟，开启了司
法机关、行政机关、公益组织等
多方参与的开放式保护新格局。
通过扩大宣传、联合监督、强化
管理以及提出立法建议等多种
手段，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
态保护联盟形成了志愿保护、线
索发现移交、案件预警、联合执
法、信息共享、公益诉讼有机衔
接等工作机制。

“生态保护联盟的成立让我
们感觉找到了更多同盟者，有了
更有力量的伙伴。 我们期待和成
员单位携手，更专业、更高效地
做好福田自然保护区以及整个
深圳湾保护工作。 ”说起联盟的

成立，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
金会理事、秘书长闫保华对未来
无限憧憬。

播撒公益保护的种子

生态保护联盟成立后，一系
列闭环高效的举措迅速发挥作
用。 成员单位之间深挖违法案件
线索，认真履行保护职责，形成
保护生态合力，督促关停污染保
护区 8 年之久的洗车场、督促拆
除在保护区内开办 18 年的加油
站并复绿土地面积 3555 平方
米、督促拆除占用保护区违规办
学的学校……

生态保护联盟的工作成效
得到社会各界充分肯定。 最高检
先后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2020
年 11 月 18 日，邀请全国人大代
表组成的视察团到福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实地参观考察。 代表
们对福田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工
作给予高度评价：“在寸土寸金
的一线城市中心地带， 能保留、
维护好这样一处湿地公园，你们
的工作实属不易！ ”

在深圳其他有湿地的行政
区，当地检察机关也依法能动履
职，护航“湿地之美”，着力办理
涉湿地保护案件，斩断生态环境
污染源。

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是深
圳首个国家级湿地公园，也是全
国唯一处在现代化大都市腹地
的滨海红树林湿地。 当接到关于
华侨城湿地公园附近餐馆夜间
噪音污染、油烟污染严重的群众
举报时，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第
一时间开展公益诉讼检察监督，

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经
过整改， 涉案餐饮店全部搬离，
违法建筑全部拆除，湿地公园周
边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以前绿道附近能看到不少
垃圾，现在垃圾不见了，臭味没
了， 放眼望去都是绿色植物，环
境简直大变样。 ”游客马先生这
样总结坪山河湿地绿道的变化。
坪山河系深圳五大河流之一，流
域湿地绵延 15 公里。 此前，该湿
地绿道旁的生态隔离围网遭人
为破坏， 大范围散落着垃圾。
2022 年 10 月 14 日，深圳市坪山
区检察院与主管部门展开磋商，
督促其及时整治湿地垃圾问题。
主管部门迅速协同有关单位完
成整治， 组织修复生态围网，完
善警示标识设置，优化日常巡查
制度。

在积极履行公益诉讼职能
的同时，深圳检察机关还注重以
法治宣传助推社会公众提升环
境保护意识，全方位、多维度组
织开展湿地保护法治宣传活动，
通过播撒公益保护的种子，让守
护红树林、保护湿地的意识在人
们心中生根发芽。

福田区检察院不定期组织
中小学生、 家长组成参观团，前
往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加
“走进红树林，公益诉讼小课堂”
法治宣传活动，帮助同学们提升
环境保护意识。 坪山区检察院在
聚龙山湿地公园内打造了一条
宣传走廊，开展主题为“守护绿
色湿地，构筑生态文明”的湿地
保护系列活动，通过沉浸式立体
普法向广大群众宣传公益诉讼
检察职能。

专项基金与区域协作

“那是国内首部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地方立法，是深圳市 2020
年度‘十大法治事件’之一，不仅
明确了检察院可以对破坏红树
林、滩涂等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
提起公益诉讼，还提出设立生态
环境公益基金。 ”提起《深圳经济
特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规定》的
颁布，深圳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主任王斌仍记忆犹新。

2020 年 8 月 26 日， 深圳市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市检察院
代拟并经多方论证、数易其稿的
《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公益诉
讼规定》， 对提起公益诉讼的主
体、 民事公益诉讼起诉顺位、检
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环境保护禁
令、生态环境公益基金等予以明
确，先行先试、开展探索。

2021 年 5 月， 深圳市检察
院、市中级法院、市民政局联合
牵头， 经报市人大常委会同意，
在深圳市慈善会设立了生态环
境公益基金，主要用于生态环境
修复。 2022 年 9 月，深圳市检察
院会同市慈善会等部门共同研
究讨论基金管理相关问题，并制
定了《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公
益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进一步
规范和细化基金管理使用。

为当好公共利益代表，深圳
检察机关还着眼于服务深圳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工作大局，
在红树林保护基础上，推动办案
机制改革，支持前海蛇口自贸区
检察院探索建立海洋检察体系。

在各方支持下，2022 年 8 月
1 日起，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检
察院开始集中办理全市涉海洋刑
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案
件， 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建立海洋
检警协作机制， 与审判机关的沟
通机制、专业协作机制，邻海协作
机制， 积极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合作， 参与构建
海洋中心城市司法体系建设。

2023 年 1 月 11 日， 深圳市
检察院与惠州市检察院会签《大
鹏湾—大亚湾区域岸线及海域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益
诉讼检察跨区域协作机制》。

依托前海蛇口自贸区检察
院海洋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深圳
检察机关在深圳西部海域研究
推进环珠江口“黄金内湾”协作，
在东部海域搭建“大亚湾—大鹏
湾”协作机制，加强与港澳地区
的区际沟通磋商，推动建立较为
完善的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协作
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 ”深圳检察机
关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
指引，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
头、“干”的作风，为实现“率先打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
国典范”发展目标、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
贡献检察力量。

（据《检察日报》）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生态保护联盟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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