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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本报12月21日讯 今天，
记者从省环保厅了解到， 为进
一步改善特护期长株潭空气质
量， 省环保厅从今年10月起开
展为期5个月的 “蓝天利剑专
项执法行动”，采用地市自查和
异地交叉检查方式开展工作，
行动将持续至明年3月底。

据了解，自10月起，长株潭
三市环保局对涉气型工业企业
开展地毯式突击执法检查，省
环保厅每月不定期组织省内执
法骨干赴长株潭开展交叉检
查， 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严重污
染环境的散乱污企业一律提请
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关闭； 对不
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偷排、
超标排放的，一律严肃查处；对
适用行政拘留或者涉嫌刑事犯
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

据介绍， 该行动将持续至
2018年3月底。

据统计，11月， 长株潭三
市蓝天利剑自查行动期间，三
市共处罚案件118起， 其中按
日计罚2起， 移送拘留8起，查
封扣押7起，限产停产2起，移送
涉嫌犯罪2起。

11月中旬， 省环保厅组织
外地执法骨干， 对长株潭工业
企业开展了第一轮交叉检查。
检查的95家企业中发现30家涉
嫌存在涉气方面的环境违法行
为， 截至目前， 已立案查处16
家，移送行政拘留2起，启动按
日计罚1起。

12月中上旬， 在环保厅组
织的第二次交叉检查中，101
家受检查企业中又发现36家
涉嫌存在涉气方面的环境违法
行为， 目前已移交地方调查核
实处理。

■记者 和婷婷

2015年4月， 郴州资兴人
李小某与朋友开车来到东江湖
某水域，一人背着电瓶电鱼，一
人拿着网兜和塑料桶捡鱼。而
此时，正值资兴市禁渔期，且他
们电鱼的这片区域全年禁渔。

两人在返回途中被民警抓
获，经查，电瓶电到的各类鱼约
5公斤， 两人随即被刑事拘留，
检察机关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提起公诉。 资兴市人民法院受
理了该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 两人违
反水产资源法规， 在禁渔区和
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
产品，情节严重，均已构成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对两人分别判处
罚金四千元。除此之外，两人向
东江湖放养10万尾鱼苗弥补造
成的损失。

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多起
滥伐林木罪案件中， 被告人不
仅被判决承担相应的刑事责
任， 还被要求在指定地点集中
植树复绿，修复生态环境。

资兴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李
琼介绍，2015年5月， 该院成立
了郴州市首批独立建制的环境
资源审判庭。今年，东江湖环境
资源法庭获批， 不仅环东江湖
的三县一市环境资源案件都将
由东江湖环境资源法庭集中管
辖，还实现环境资源类刑事、民
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理，让
环境资源审判更加专业化。法
院创新生态修复机制， 联合多
部门在天鹅山国家森林公园设
立林生态修复基地， 在东江湖
成立水生态修复基地， 加强对
东江湖环境的司法保护。

电瓶打鱼5公斤，罚你放养十万尾
我省多家法院创新生态修复机制，引导被告修复环境，实现惩处犯罪和环境修复并重

近日，备受关注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
案》对外公布。《方案》明确规定，自明年起，在全国试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我省的环境资源类案件审理
中，已经成立湘江、洞庭湖、东江湖等多家环境资源专门
法庭。多家法院创新生态修复机制，如联合多部门设立
了林生态和水生态修复基地，创新方法计算生态环境损
害，对积极参与生态修复的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等。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黎铁梅

此次印发的《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提出了
“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破坏了
环境该如何计算损害？

今年10月27日， 岳阳市君
山区法院洞庭湖环境资源法庭
敲响第一槌， 曾被开出益阳市
最大一张环保罚单的湖南林源
纸业有限公司被判支付23万元
来修复损害的生态环境。 此前
该公司通过暗管向洞庭湖偷排
污水。该案是新环保法实施后，
省高院指定管辖的第一起跨行
政区划集中管辖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

该案中， 合议庭确定湖南
环保科学院专家以专家证人的
形式出庭作证， 采用虚拟治理
成本法为依据计算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数额等， 在我省公益诉

讼审理中均为首创。
在安化， 当地法院在县政

法委牵头组织下， 与多部门联
合下发《安化县破坏森林资源
刑事案件生态补偿工作机制
（试行）》，对涉林刑事犯罪案件
适用“禁伐令”、“补植令”，引导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对破坏的
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实现惩处
犯罪和环境修复并重。

记者从省高院获悉， 省高
院正积极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特别程序规则。 目前正组织
起草《湖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工作规范 (试行)》，根据
该类诉讼的特点， 探索完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保全、
禁令、先予执行、执行监督等程
序规则， 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顺利开展。

今年5月， 资兴市法院、检
察院、 公安等三部门联合发出
《生态修复司法联动实施意
见》，该意见称，公检法部门在
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违
法行为的同时，要督促（责令）相
关单位或个人对已破坏的生态
环境资源进行有效修复。生态修
复必须报请司法机关同意，并在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或专业机构
的监督下进行。 生态修复的地
点由司法机关与相关单位协商
后确定，不能原址修复的，统一
安排到指定地点异地修复。

李琼介绍， 以涉林违法犯
罪案件为例，根据该意见，如果
嫌疑人、被告人有悔罪表现，愿
意补植复绿减轻罪过的， 如果
无法原地修复， 可采取出工或
出资两种方式到指定的林生态
基地异地修复补植， 该补植复
绿情况将被作为酌定从轻情节
予以参考。

此外， 涉嫌犯罪的单位或
者个人已经进行了生态修复或
缴纳修复资金，犯罪情节较轻，
且认罪服法的，检察机关可以根
据案情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电瓶打鱼，被判放养十万尾鱼苗

积极生态修复，可酌情从轻处理

首创虚拟治理成本计算环境损害

进一步改善特护期长株潭空气质量

“蓝天利剑”专项执法为期5个月

本报12月21日讯 为进一
步加大宣传力度，对违法问题
企业进行曝光，达到查处一个、
震慑一片、影响一批的效果，营
造严惩重罚的良好氛围。今天，
省环保厅通报5起环境违法典
型案例。

“湘潭正邦饲料”
防治设施形同虚设

11月17日，蓝天利剑大气污
染专项检查组对湘潭正邦饲料有
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 该公
司2吨生物质锅炉污染防治设施
未正常使用，锅炉废气呈黑色。

湘乡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2
万元。公司环境违法行为责任人
胡某被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目前，该案件处罚工作正在
有序推进。

湘潭“裕川”
未批先建还拒不停止生产

11月15日，湘潭县环保局执
法人员发现湘潭县裕川塑胶有
限公司生产场地为租赁湘潭县东
凌彩印有限公司一间闲置厂房从
事塑料薄膜的生产、销售，生产过
程中，无污染防治设施，废气直排
入外。

此前的2月9日，该公司因涉
嫌未批先建已被立案处罚。

依据相关法规， 湘潭县环
保局拟对直接负责人移送公安
机关行政拘留； 处罚人民币20
万元整。

废气超标
罚款10�万

今年9月， 岳麓区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长沙开成沥青混凝土
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沥青
烟排放浓度为 152�mg/m3，超过
国家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二级标准（75�mg/m3）。

根据相关法规，10月13日，
岳麓区环保局对该公司处罚款
10�万元。

喷漆作业废气直排
罚款2万

10月12日，芙蓉区环保局环
境执法人员在对长沙市芙蓉区
远大二路翔铭广告大市场D5栋
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一无名广
告加工部在厂房内进行喷漆作
业时， 未采取大气污染防治措
施，造成废气直排。

根据相关规定，芙蓉区环保
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其
处以罚款2万元。

“湖南恒宇建材”
粉尘乱排

11月7日， 湘潭市环保局联
合高新分局执法人员发现湖南
恒宇建材有限公司装袋车间有
无组织排放粉尘， 全厂环境管
理不到位， 运输生产过程中扬
尘现象排放严重。11月20日，市
环保局高新分局对该公司处以
罚款2万元。 ■记者 和婷婷

我省通报5起环境违法典型案

12月20日，长沙市河西湘江风光带橘子洲大桥以南段，一条贴有禁止停放自行车标识的“长沙绿道”上堆满
了共享单车。原本为人们提供出行便利的共享单车，因为管理不善，不仅占用步道，影响人们通行，还损害市容市
貌。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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