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保公益诉讼:10月立案1100多件
挽回直接经济损失7亿多元

本报6月5日讯 今天，是
第四十七个世界环境日和第
四个中国环境日，省人民检察
院、长沙市人民检察院、长沙市
岳麓区人民检察院三级联动，
在长沙市岳麓区以“开展公益
诉讼 建设美丽长沙”为主题举
行公益诉讼专题宣传活动。

2017年7月至今，全省检
察机关共立案行政公益诉讼
案件1041件、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66件， 督促恢复被污染、破
坏的耕地、林地、湿地1078亩；
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面
积7251亩；督促关停整治污染
企业78家，在饮用水源保护区
内拆除排污口71个；督促清理
生产类固体废物2.2万吨，其

中危险废物9521吨；督促查处
假冒伪劣食品4976.5千克及
价值845万余元的假药； 为国
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7.22亿
元，含督促国土部门收回土地
出让金6.4亿元。

其中，长沙市检察机关主
动融入“一湖四水”专项整治
活动，部署开展“绿色长沙·生
态检察”专项监督活动，综合
运用“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
履职”、“民事公益诉讼追回环
境污染损失”等方式，加大生
态环境检察保护力度，护航长
沙绿色生态发展，共办理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
件39件。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谭卫红

本报6月5日讯 在世界环
境日前夕， 我省法院对36起破
坏环境资源犯罪刑事案件进行
了集中宣判，判处51人。今天上
午， 省高院发布我省环境资源
司法保护状况。两年来，全省法
院共审结各类一、 二审环境资
源案件7221件， 其中刑事案件
1610件，判处2551人，民事案
件3630件， 行政案件1940件。
环境公益诉讼成为环境资源审
判新亮点， 探索生态恢复性司
法机制。

不足两月的时间，程某、邓
某、卓某等人利用夜间作业，在
长江岳阳段新港锚地等禁采水
域非法采砂24次，共开采江砂5
万余吨，价值人民币49万余元。
今年3月20日， 岳阳中院院长
彭世理担任审判长二审宣判
该案， 维持了原审法院判决，
对主要犯罪人员判处有期徒
刑八个月至十个月不等的实
刑。这是岳阳中院环境资源审
判庭成立以来审理的首起环
境资源诉讼案件。

2016�年以来，湖南法院立
足湖南“三山四水两湖”和“有
色金属之乡” 等地理与生态环
境实际， 全面谋划全省法院环
境资源专门化审判工作新格
局， 切实发挥司法保护环境资
源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
长沙、岳阳、郴州、永州中院环
境资源庭均已建成。湘江、洞庭
湖、 东江湖三个环境资源专门
法庭均已建成。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通讯员 欧嘉剑

建成三个环境资源专门法
庭和四个中院环境资源庭
全省法院两年审结
环境资源案7221件

本报6月5日讯 今日，“美
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互联网公
众参与平台———环境地图，在高
德地图客户端正式上线。

通过环境地图，用户可以查
看全国范围内的空气质量、水
质、污染源等环境信息，有助于
提前进行出行决策，为出行提供
参考。记者今天上午打开“环境
地图”，在“空气”页面上看到，长

沙空气质量为优， 在全国364个
城市中排名第八。

据悉，平台上的所有环境数
据均来源于绿网环境保护服务
中心（NGO）收集的各级环保部
门公开的监测数据。公众可随时
查看身边环境， 参与环境监督，
并向环保部公众热线12369进行
举报。

■记者 和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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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5日讯 今天上午，
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为主
题的2018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
活动暨创新与绿色发展国际工商
圆桌会议， 在长沙市梅溪湖国际
文化艺术中心开幕。 生态环境部
部长李干杰，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出席并作主旨讲
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致辞。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
任索尔海姆通过视频寄语环境日
活动。

中宣部副秘书长赵奇，全国
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刘世锦；湖南
省领导胡衡华、谢建辉、刘莲玉、
陈文浩、张大方、赖明勇，中央国
家机关及群团组织、兄弟省区市
有关部门负责人，联合国环境署
驻华代表，多国驻华使节以及有
关国际组织代表等出席活动。

李干杰指出，广泛深入宣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生态环境宣传和
舆论引导工作的核心任务。今年
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希望人人都成
为环境保护的关注者、环境问题
的监督者、 生态文明的推动者、
绿色生活的践行者。积极为政府
建言献策，集全民智慧不断改进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杜家毫代表省委、省政府对
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
说，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
国，重在全民参与、共同行动。具
体到湖南， 就是要坚持发展为
要、生态优先、民生为本，加快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我们将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
碧水”的殷切嘱托，大力开展碧
水、蓝天、净土、清废行动，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环境治
理擦亮山清水秀的名片；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路子 ， 实现发展模式变
“绿”、产业结构变“轻”、经济质
量变“优”，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
展的底色；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突出生
态惠民、利民、为民，使生态幸福
成为高品质生活的标配；以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为突破，以落实河
长制、湖长制为抓手，着力健全
生态环境保护常态长效机制，全
面动员、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把美丽湖南变成全省上下
的追求。

许达哲在致辞中表示，湖南
将深入贯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精神，紧紧围绕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的目标，坚持新时代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六大原则”，
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
求， 大力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年行动计划”，忠实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把长
江岸线变成美丽风景线、把洞庭
湖区变成大美湖区、 把“一湖四
水”变成湖南亮丽名片，为建设美
丽清洁的万里长江作出湖南贡献。

索尔海姆表示，美丽中国意
味着减少污染，意味着少用煤炭
多用太阳能，意味着让城市变得
更美丽，意味着保护中国美丽的
大自然 。联合国环境署十分感谢
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诸多方面的
领导力，希望大家携手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本次活动由生态环境部、中
央文明办和省政府共同主办。活
动现场，郑文春、喻旗、庄席福、
贺克斌、汪涵、李晨、张焯等7人荣
获“2016-2017绿色中国年度人
物”，“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
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和婷婷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2018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长举行 李干杰杜家毫作主旨演讲

希望人人都成为环境问题的监督者

本报6月5日讯 在今天
的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
上， 生态环境部、 中央文明
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
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五部
门，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
行为规范（试行）》， 倡导简
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 引领公民践行生态环境
责任，携手共建天蓝、地绿、
水清的美丽中国。

十条行为规范分别是：关
注生态环境、 节约能源资源、
践行绿色消费、 选择低碳出
行、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染
产生、呵护自然生态、参加环
保实践、参与监督举报、共建
美丽中国。

行为规范贴近生活，主要
内容包括： 关注环境质量、自
然生态和能源资源状况，提升
自身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生
态文明素养；合理设定空调温

度，夏季不低于26℃，冬季不
高于20℃， 及时关闭电器电
源，一水多用，节约用纸，按需
点餐不浪费；优先选择绿色产
品，尽量购买耐用品，外出自
带购物袋、水杯等，闲置物品
改造利用或交流捐赠；优先步
行、骑行、公共交通出行；学习
并掌握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
知识，按标志单独投放有害垃
圾；不焚烧垃圾、秸秆，少燃放
烟花爆竹， 抵制露天烧烤，少
用化学洗涤剂， 少用化肥农
药；爱护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
统，保护野生动物，拒食珍稀
野生动植物；参加各类环保志
愿服务活动；遵守生态环境法
律法规， 劝阻、 制止或通过
“12369”平台举报破坏生态环
境及影响公众健康的行为；自
觉做生态环境保护的倡导者、
行动者、示范者。

■记者 和婷婷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发布
优先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出行 闲置物品提倡交流捐赠

本报6月5日讯 在今天进
行的“六五环境日”创新与绿色
发展国际工商圆桌会议上，长沙
市委副书记、 市长胡忠雄表示，
今年长沙将在全市范围内建417
个以社区为单位的农贸市场和
社区门店，让老百姓吃上干净的
新鲜蔬菜。

胡忠雄介绍，推进城镇绿色

化发展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改善
人居环境。为此，长沙在中心城
区进行了“一圈两场三道”的建
设。“一圈”指居民的“15分钟生
活圈”， 让市民在居住地步行的
15分钟时间内解决上小学、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出行、社区健
身公园等问题。

■见习记者 黄婷婷

长沙今年将建417个农贸市场和社区门店

“环境地图”上线， 为出行提供参考
空气、水体、企业排污等环境相关信息一键查看

环境日·高院发布

环境日·检察活动

6月5日，长沙市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2018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暨创新与绿色发展国际工商
圆桌会议开幕。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