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保护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日前，天津高院发布了2020年环境资
源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2020年，天津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为生态
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提供司法保障，一年新收各类环境资源案件3243件，
审结3299件（含旧存），其中刑事案件新收113件，审结122件；民事案件新收2940
件，审结2978件；行政案件190件，审结199件。

■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文明

天津法院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文明”的底线思维，不断强化生态公
平、预防为主、注重修复、系统治理、严格执法
的理念，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
服务和保障。
1.依法审理环境污染防治类案件，严格贯

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
依法审理向大气、水、土壤和海洋等环境

介质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其他物质及能量，损
害环境介质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导致
个人或公众人身健康、财产受损而产生的案
件，新收37件，审结43件（含旧存）。坚持保
护优先理念，加大预防原则的适用力度，依法
及时采取行为保全措施，预防生态环境损害
的发生和扩大。刑事审判加大对污染环境介
质犯罪行为的惩戒力度，有效威慑潜在污染
者；民事审判严格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
则，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海事审判积
极践行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有效保护国家海
洋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海洋环境权益；行政
审判充分发挥预防功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
及时履行职责。
2.依法审理生态保护类案件，落实以生态

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
依法审理因破坏物种、生态系统多样性、景

观多样性以及影响生态系统功能正常运行而产
生的案件，新收77件，审结85件（含旧存）。遵
循山水林田湖草一体保护理念，落实以生态修
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统筹适用刑事、民
事、行政责任，最大限度修复生态环境。在刑事
审判中加大对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非法狩猎，非法捕捞水产品等行为惩治
力度，共受理上述案件72件，审结77件（含旧
存）。民事审判贯彻注重修复理念，立足不同环
境要素的修复需求，探索适合生态环境保护要
求的多元修复方式，共受理生态保护类案件5
件，审结8件。
3.依法审理资源开发利用类案件，用最严

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依法审理在土地、矿产等各类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与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密切相关的案件，新收2066件，审结1809件
（含旧存），包括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案件，侵害通
风、采光、眺望、景观等环境权益案件。将资源
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作为重

要裁量因素，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在注重资源权属保护与交
易秩序维护的基础上，兼顾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修复。如海事法院审理的
秦皇岛某养殖公司诉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行政
处罚案，较好实现了环渤海区域海洋开发利用
和环境保护的司法平衡。

4.依法审理气候变化应对及生态环境治
理与服务类案件，运用多种司法裁判手段，推动
构建气候变化应对治理体系。

依法审理在应对因排放温室气体等直接或
间接影响气候变化以及在利用行政管理、市场
机制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过程中产生的案件，
新收1359件，审结1392件（含旧存）。加强对
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等节能服务业以
及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的司法保障，培养
成熟、规范的合同能源管理和环境治理市场，节
约能源资源，减少污染物排放。注重运用多种
司法裁判手段，推动构建气候变化应对治理体
系。在强调通过市场机制发挥预防、减少污染
以及有效修复的同时，关注公法所赋予的环境
保护义务，助力实现环境治理目标。

5.依法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构建各类
诉讼的衔接机制，完善责任承担方式。

环境公益诉讼具有救济公众环境权益、补
充强化环境政策的独特价值和功能。2020年
全市法院共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5件，审结8
件（含旧存）。在公益诉讼的受理和审理中，人
民法院依法保障社会组织的环境公益诉权，准
确把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优先性和检察
机关公益诉权行使的后置性特点，妥善处理社
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依法支持
起诉、检察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
竞合及审理顺序等问题，积极构建各类诉讼的
衔接机制，完善责任承担方式。特别是新冠疫
情暴发以来，二中院审理的我市首例东方白鹳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彰
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
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坚定决心
和司法导向。

■典型案例：首例野生动物
保护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情】 2017年11月间，魏某某、于某某等
在明知七里海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禁猎区且每年3月至5月及9月至11月为禁猎期
的情况下，仍在保护区非法捕杀列入《天津市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苍鹭、斑嘴鸭、绿头鸭等野
生鸟类68只，其非法捕杀行为导致7只国家一级
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东方白鹳死亡。宁河区人民法
院于2019年10月作出刑事判决，认定魏某某、于
某某等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和非法捕猎、杀害濒
危野生动物罪。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发现
该线索后，经审查认为上述人员的行为破坏了国
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要求魏某某、于某某等6人对其共
同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并在省级以上
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魏某某、
于某某等非法狩猎，非法捕猎、杀害濒危鸟类的行
为，不仅破坏自然资源，危害生态平衡，而且还会
增加传播病毒的风险。刑事判决书对魏某某、于
某某等非法猎杀的行为及数量进行了认定，天津
市价格认定办公室价格认定结论书为确定上述行
为造成的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提供了依据。魏
某某、于某某等依法应对其非法猎杀野生动物的
行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法院判决魏某某、于
某某等6人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734000
元并通过省级以上媒体刊物以书面文字方式向社
会公众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本案是我市首例野生动物保护

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同时也是我市法院在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的决定》实施后受理的涉野生动物保护典型
案件。依法保护野生动物对于保障生物多样性、保
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魏某某、于某某
等采用毒杀这一禁用方式狩猎、捕杀野生鸟类的行

为严重破坏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依据法律规定，魏
某某、于某某等除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承担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在刑事案件定罪后，检
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法院依法支持
诉求，判令6名被告赔偿损失并在媒体上赔礼道
歉，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
法行为的坚定决心。本案的审理和判决充分发挥
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司法导向作用，对革除滥捕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具有重要的警示教育意义。

■典型案例：首例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磋商成功后申请司法确认案

【案情】2017年9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
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开发区环保局）对某粉末冶金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其厂区内草地上有一形状
不规则的油渍地面，经调查取证，确认系该企业向
厂区内草地倾倒废切削液和废矿物油所致。经鉴
定评估，确认鉴定评估区域内土壤及浅层地下水环
境已受到损害，超过用地风险筛选值需开展修复的
土壤面积约240平方米，体积约360立方米，需开
展恢复工作的受损土壤体量为10722立方米，需开
展恢复工作的地下水损害范围面积为11700平方
米，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共计114.7万元。
2019年7月，开发区环保局代表赔偿权利人与赔
偿义务人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问题进行磋商，并达
成协议。双方约定采用氧化技术进行原地异位修
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由赔偿义务人承担，包
括生态环境损害量化赔偿数额、鉴定评估费、恢复
效果评估费等费用。为确保协议顺利履行，双方共
同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试行）》，参照《天津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对赔偿协议的主体、磋
商程序、实体权利义务进行审查后，依法裁定确认
了赔偿协议的效力。
【典型意义】本案系我市法院受理的首例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成功后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同时

也被生态环境部确定为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十大典型案例”。本案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
和义务人经磋商达成赔偿协议后申请人民法院进行
司法确认的程序及审理具有指导意义。其中的诉讼
费用交纳问题，经最高人民法院书面答复，形成了适
用全国的统一规则。本案的受理、审理、裁判对于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方案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进行了具有开拓
性的有益尝试，彰显了磋商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审理中的价值，有利于促进和引导当事人进行积极有
效的磋商，进而达成赔偿协议，实现多方共赢的效
果。该案当事人经磋商达成赔偿协议后向人民法院
申请司法确认，赋予了赔偿协议强制执行力，而司法
介入可以促使赔偿义务人尽快履行协议、完成修复义
务，真正达成修复优先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

■典型案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对违法行为“零容忍”

【案情】 2018年2月至3月间，王某某、张某某
将重金属严重超标的废酸水，倾倒在西青区一处沟
渠内，经环保部门监测，废酸水中镍含量超过国家污
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造成该沟渠严重污染，被污
染土壤体积约2000立方米。案发后，天津市西青区
人民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王某某、张某某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经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鉴定
评估，污染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量化后的损害数
额为1787472.96元、事务性费用201111元。天津
市西青区生态环境局与王某某、张某某就赔偿问题
磋商未果，提起诉讼，要求二人连带赔偿上述费用。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某某、张某

某将含严重超标重金属的废酸水倾倒在沟渠内，造
成水体和土壤严重污染，应就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失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西青区生态环境局提交了经
国家环保部推荐的评估机构出具的鉴定评估报告，
且鉴定人出庭接受了当事人的质询，王某某、张某
某亦未提出相反证据，故对该评估报告依法予以采
信。判决王某某、张某某连带赔偿污染清除费用、
损害恢复费用及事务性费用共计1988583.96元。
【典型意义】本案是因排放废水污染水体和土

壤引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是有别于普通环境侵权诉讼及社会组织或者
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新类型诉讼。
大气、水、土壤污染是人民群众感受最为直接、反映
最为强烈的环境问题。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在
另案已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判决当事人承
担环境修复民事责任，有效落实最严格、最严密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既遵循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
则，有效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修复改善，又加大了对污
染环境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增加了被告污染环境
违法行为的成本，体现了环境司法对破坏生态环境
行为的“零容忍”。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从举
证责任分配、鉴定人出庭程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
索，为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规则积累
了有益经验。本案审结后，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案件磋商和评估鉴定中的问题，人民法院还向生态
环境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为进一步健全天津市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实现司法审判与环境执法的有
机衔接，提供了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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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鸵鸟
“安家”徐堡村

乡村走笔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王巍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麦田翻金浪 丰收又一年
——我市全面搞好夏粮收获确保颗粒归仓

今年我市继续采
取多项惠农政策，
170万亩夏粮获得大
丰收，同时实现“双
增”，为粮食安全和
农民增收作出了突
出贡献。

不久前，北辰区双口镇徐堡村的经济
林内，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随
着徐堡村鸵鸟特种养殖中心正式投入运
营，500余只非洲鸵鸟在此“落户安家”，
为村里探索出产业振兴的新模式。

仲夏时节，经济林内繁茂的树叶撑
起了一片片绿阴。一群身高近2米的鸵
鸟在林间或簇拥休憩、或自由奔跑，十分
悠闲惬意。饲养员配制了营养丰富的饲
料，让跑累了的鸵鸟可以美美地饱餐一
顿。在鸵鸟养殖孵化中心，工作人员精
心呵护一颗颗硕大的鸵鸟蛋。
“鸵鸟浑身是宝，经济效益高。目

前，中心饲养的鸵鸟主要以孵化为主。
预计明年养殖规模能达到1000只，蛋孵
化近一万只。”北辰区宝玉养殖中心经理
张玉宝说。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近年
来，徐堡村在做好传统果树种植的同时，
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不断探索产业振兴
新模式。村里拥有千亩经济林，为了充
分利用林下空间，村集体通过多种模式
“掘金”，引进了鸵鸟养殖等项目，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同时，依托鸵鸟养殖项目，
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特色品
牌。游客在养殖中心不仅可以观赏鸵
鸟，还可以喂鸵鸟、买鸵鸟蛋，拥有更多
新奇的旅游体验。

一期总占地面积100余亩的鸵鸟特
种养殖中心集孵化、养殖、销售为一体。
徐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培军
说：“养殖中心采取‘公司+农户’经营模
式，由农户领养小鸵鸟，养殖成鸟后，交
公司统一收购，从而达到公司、集体、农
户三方共赢，为更多村民探索出一条鸵
鸟养殖的致富路。”

连日来，我市夏粮收获已从南到北进入高
潮，市农机管理部门和涉农区积极组织农机合作
社和农机服务队开展夏收，帮助农机手和种粮户
对接，协调调度收获区域，提供后勤保障服务，确
保成熟一块抢收一块，实现颗粒归仓。与此同
时，全面搞好小麦秸秆粉碎还田和离田环保处
理，严禁露天野外焚烧，确保空气质量。

夏粮实现“双增”

在滨海新区小王庄镇陈寨庄村，今年小麦获
得好收成。望着金灿灿的麦田，村民们高兴地说，
过去因为不能浇灌，很少有人种小麦，怕小麦旱
死，今年不但种小麦了，还获得了好收成，大伙儿
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市、区、镇三级农技部门下
乡开展科技指导，送来了适于旱田种植的小麦良
种，并指导科学施肥等。
市农业农村委种植业管理处负责人王学忠介

绍，为确保粮食安全，去冬今春，我市采取多项措
施千方百计扩大夏粮种植面积，10个涉农区都种
小麦。为了确保丰收，我市认真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扩大良种覆盖率，大力实施高标准农
田建设，确保种足、种好冬春小麦。
在武清区河北屯镇李大人庄村，千亩麦田一

片金黄。村“一肩挑”薄秋峰满脸笑容地说，特别
感谢高标准农田建设，让每一块麦田都变得特别
平整，旱涝保收；开展测土配方施肥，让麦田肥力
进一步增加，确保了小麦长得好、产量高。
今年小麦生长中后期，一些地方的麦田出现

条锈病等，对夏粮丰收存在威胁。了解这一情况
后，市农业服务中心及时组织农技专家第一时间
赶到麦田认真调查，并很快拿出防治方法，在很短
时间内就根除了这一病害。
针对现有乡村大多数由中老年人种粮的实际

情况，今年市、区农业部门全力配合，积极开展麦田
杂草和病虫害防治统防统治，特别是积极利用无人
机等先进的设施开展大范围集中作业，破解了农村
种粮劳动力短缺难题。武清区采取政府补贴方式，
区财政出钱聘请第三方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
相关作业，减轻了农民种粮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
王学忠介绍，今年我市170万亩夏粮生产实

现“双增”：面积比去年增加14万亩；总产量将达
到70万吨，比去年增加7万吨左右。

机收机播做到两个百分百

连日来，武清区麦田全面进入收获期，农机合
作社能手张孝联带领农机手们每天早晨5点就下
地收割，中午在地头简单吃一点，接着干到晚上8

点多，虽然很苦很累，但是看到乡亲们的笑脸，他
的心里特别高兴。
市农业农村委农机管理处王全兴介绍，今年

小麦收获季，我市实现百分百机器收割，已投入联
合收割机2700多台，除了本地农机手外，还及时
招来了其他地区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手，目的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确保颗粒归仓。

为确保每一台联合收割机都能顺利开展机收
作业，市、区农业农村、气象、交通、石油等部门建
立沟通协调机制，在调度农机设备、预报天气情
况、畅通绿色通道、保障燃油供应等方面发挥各自
职能，通力协作，共同保障我市“三夏”农业生产平
稳进行。一些农机生产厂家也按照相关部门要
求，及时来到田间地头跟踪并提供农机检修、零配
件更换和故障排除等多项服务，让每一台联合收
割机都能安全顺利作业。
为确保全年粮食丰收，我市涉农区一边忙着

收获夏粮，一边忙着播种秋粮，投入播种机和配
套农机具15000多台套。静海区是我市粮食生
产主产区，为了确保粮食全年丰收，他们积极组
织农机合作社抢收一块后，立即抢种一块，采用
新型农机具，在收获的麦田里直接播种，大大节
省了播种时间，给玉米丰收抢出了难得的时间。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我市夏收夏种积极采用

智能农机，采取无人驾驶方式，效果特别好。王全
兴介绍，这些智能化设备广泛应用卫星导航、农业
专用传感器以及远程监控等技术，已经运用于小
麦、玉米生产中的耕整、种植、田间管理和收获等
各个环节，特点是作业效果要比人力作业更高效、
更优质。

秸秆全部变废为宝

连日来，记者在滨海新区、静海区、武清区等
地看到，小麦秸秆禁烧已经得到全面落实，过去麦
农焚烧秸秆的现象已彻底根除。
在武清区上马台镇小麦收割现场，10多台大

型联合收割机正机声隆隆地进行收割，麦粒进入
储粮仓。机器尾部同时抛撒粉碎的秸秆，覆盖在
地面上。一位农户高兴地说，这些被粉碎的秸秆很
快就被翻到土层当中，腐化成绿色有机肥，节省很
多肥料呢，对于下一茬玉米种植很有好处。
王全兴告诉记者，为了杜绝秸秆焚烧，我市要

求所有联合收割机必须加装秸秆粉碎抛撒装置，
否则不能进入麦田进行机收作业。为帮助农机大
户开展好这项工作，农机管理部门采取了很多项
帮扶措施，效果良好。
为开展好今年小麦机收作业，特别是做好秸秆

环保处理，所有联合收割机全部加装粉碎抛撒装
置，做到秸秆还田。另外，还准备了秸秆搂草机、打
捆机等，把一部分小麦秸秆进行自动打捆，然后外
运，给秸秆环保无害化处理又探索出一条新路。
在滨海新区小王庄镇的一些麦田，今年增

加了一道新景观：收获完的麦田里，出现了一个
个麦秆圆筒。记者在其中一处作业现场看到，
前面有一台收割机收割小麦，后面紧跟着一台
自动搂草机，把剩下的麦秆收集起来，另外一台
打捆机立刻把麦秆“吃”进去，随后就“吐”出了
一个个圆筒状的麦秆包，整齐有序地散落在麦
田里，紧接着还有一台大货车装车运走，整个作
业一气呵成。
“这些被打包的小麦秸秆，将会运到养牛场，

充当绿色饲料；还会运到造纸厂，当做原料；一些
发电厂也收购秸秆。秸秆用途较为广泛，特别是
一些养牛场很喜欢这种小麦秸秆，因为价格实惠，
加工处理后，牛很喜欢吃。”农机大户刘占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