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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去年批准逮捕涉嫌破坏环
境资源保护罪 ９４７０ 件 １５０９５ 人，
通过公益诉讼求解公地治理世
界性难题……在国务院新闻办 2
月 １４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
樵和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等
就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有关热点
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去年批准逮捕涉嫌破坏环
境资源保护罪 9470 件

张雪樵在发布会上表示，检
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近年来充分发挥刑事、 民事、行
政、 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坚
持以办案为中心，以专项活动为
抓手， 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
合，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
污染和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等方
面的违法行为开展监督，为依法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司法
保障。

据介绍，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１２
月，在刑事检察领域，全国检察机
关共批准逮捕涉嫌破坏环境资源
保护罪 ９４７０ 件 １５０９５ 人， 起诉
２６２８７件 ４２１９５人。在公益诉讼案
件领域， 共立案办理自然资源和
生态环境类案件 ５９３１２ 件， 办理
诉前程序案件 ５３５２１ 件， 诉前程
序行政机关整改率达到 ９７％，提

起相关民事公益诉讼和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１７３２件。

不少地方专门设立生态环
境检察部门，注重环境保护案件
办理机制创新探索，集中办理污
染环境犯罪案件，实行“捕、诉、
监、防”一体化办案模式，探索建
立环境检察跨区划协作机制。

力求解决公地治理世界性
难题

在发布会上，张雪樵从办案
数量、办案效果、案件的影响力
等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的检察
公益诉讼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公
益诉讼制度之间存在的不同。

数据统计，２０１８ 年， 全国检
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１１
万余件，其中生态环境领域案件
５９３１２ 件。“中国检察机关这一
年的办案数量充分说明了这项
制度是有强盛生命力的。 ”张雪
樵说。

从办案效果看，近 ６ 万件自
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类公益诉讼
案件， 督促被毁损污染的耕地、
湿地、林地、草原得到修复的有
２１０ 万亩，“这是看得见的公益诉
讼的治理效果。 ”张雪樵说。

据介绍，在湖北宜昌，生猪
养殖是主要的农业产业，但却带
来了污染。 宜昌市点军区检察机
关调查后，即刻督促行政机关督

促整改，但几个月都没有收到效
果。 随后，检察机关将点军区环
保局告上了法庭。 环保局败诉
后， 点军区政府行动了起来，召
集组织环保局、水务局等相关部
门开展了养殖产业大整治，又推
动了全市范围内的养殖业污染
整治。

“中国检察公益诉讼能够解
决公地治理的世界性难题。 ”张
雪樵表示，一个案子解决一个地
区的问题，也是中国检察公益诉
讼制度独特的地方，这跟西方的
制度是不同的。

将就大湾区三地生态环境
保护建立相关协作机制

在回答记者关于检察机关对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司法协作有着
怎样的考量时，张雪樵表示，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是党中央部署的一
个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 粤港澳
大湾区三地检察机关加强检察协
作，服务大湾区的建设，沟通交流
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做。

据了解， 本月底广东省和
澳门检察机关将就检察公益诉
讼， 司法责任制等相关内容进
行会谈， 就大湾区三地的生态
环境保护建立相关的协作机
制 ．“相信粤港澳三地的检察机
关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协
作方面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张

雪樵说。

积极自愿履行生态修复义
务可依法从宽处理

在办理刑事污染环境案件过
程中， 检察机关往往会同时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 如果犯罪嫌疑人
或者被告人积极赔偿，修复环境，
能否在刑事案件中从轻处理？

对此， 最高检检委会委员、
第一检察厅厅长张志杰介绍，坦
白从宽，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
刑事政策。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
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
定，在刑诉法中明确规定了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办理破坏环境

资源保护犯罪案件中， 把生态修
复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
悔罪的表现。 对积极自愿履行生
态修复义务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
人， 在审查逮捕阶段可以依法作
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在审查起
诉阶段，对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
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对确需
提起公诉的， 可以依法向法院提
出从轻量刑的建议。 ”张志杰说。

“恢复性司法的探索，让当
事人主动采取修复生态的行为，
既是对他的法律责任的追究，同
时又是对社会的积极引导。 ”张
雪樵表示，不是一判了之，一罚
了之，一诉了之，而是让生态得
到修复， 让江湖之水依然清澈，
让蓝天永远存在。 （据新华社）

我国力求通过公益诉讼
解决公地治理世界性难题

动态

杭州：社会组织开展迎春公益服务四川：“四川扶贫”公益性集体商标获准注册

� �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日前
公布 12 件“四川扶贫”集体商标的
“注册公示”，标志着“四川扶贫”
集体商标正式被核准注册， 商标
专用权受法律保护。“四川扶贫”
集体商标是我国第一件创新扶贫
产品销售体系建设的公益性集体
商标， 将为推动全省贫困地区产
品销售打下坚实基础。

“四川扶贫”集体商标集体成
员由 88 个贫困县及所辖行政区
域、72 个有脱贫攻坚任务县（市、

区）的贫困村和建档贫困户、飞地
园区中涉及产业扶贫的事业单
位、协会及其会员，以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团体与
其他经营组织组成。 成为集体成
员后可无偿使用“四川扶贫”集体
商标， 实现扶贫产品与市场精准
对接。截至 2018 年 12 月 28 日，全
省已有 751 家企业通过“四川扶
贫”集体商标的使用审核。

（据《四川日报》）

过去一年杭州市积极推
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工
作，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规
范提升工程走在全省前列，社
会反响良好。

春节期间，各市区县社会
组织活动氛围也愈发浓烈。拱
墅区上塘街道红建河社区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联合辖区共
建单位走访慰问社区困难家
庭，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 西
湖区举行“三社联动”总结大
会暨社工团拜会，表彰了一年
来西湖区各个街道和社区的
优秀社会组织。 上城区开展
“青春志愿行，奉献新时代”春

运志愿服务，为广大返乡的乘
客提供维护秩序、 咨询引导、
行李帮提、老弱帮扶等春运志
愿服务。 大江东新希望公益服
务中心举办慰问环卫工人新
春文艺晚会， 关爱城市环境
卫生，关爱环卫工人，号召更
多人参与到城市建设和发展
中。 富阳区志愿者协会和其
他社会组织一同在富春街道
开展“快递服务从业青年”新
年关爱活动，号召所有“快递
小哥”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参
与社会治理， 维护公共秩序、
在传播文明礼仪中当先锋、作
表率。 淳安县心约婚姻家庭工

作室开展“留守儿童家长‘尽
责优教’大讲堂活动”，在大部
分的家长返乡准备过年前，引
导家长们加强亲情沟通、家庭
教育， 注重对孩子的人格培
养、心理健康引导。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
暖入屠苏。 春节前后一些季节
性、特殊性的社会需求增加。我
市社会组织响应及时， 主动参
与社会治理， 把社会责任放在
突出位置， 有针对性地精心组
织开展各项活动， 丰富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 为杭州社会建设
增砖添瓦。

（据杭城动态）

天津：“工会志愿者服务超市”铺网
� � 天津市总工会通过发挥三
级志愿服务平台作用，依托开
辟网上注册入口等全市职工
志愿服务模块，打造“工会志
愿服务超市”，预计全年将有 8
万名职工受益。

据了解，今年市总工会将
以集中志愿者服务活动、自主
志愿服务活动、参与职工服务
中心（站）志愿服务活动等方
式，提供形式多样、具有普惠

性的志愿服务。日前，市总工会
已研发了全市职工志愿服务模
块，开辟网上注册入口，以天津
市总工会为第一层级， 各区总
工会、各局、集团公司及有关单
位工会为第二层级， 各基层单
位工会为第三层级设定目录。
上线一个多月来， 已有注册职
工志愿者 3100 余人，职工志愿
服务团队 76 个。 后期，全市工
会系统将进一步扩大注册范

围，确保全覆盖，进一步发挥三
级志愿服务平台作用。

此外， 市总工会还将打造
“工会志愿者服务超市”， 通过
邀请掌握不同技能的职工志愿
者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
为有需要的职工群众提供志愿
服务， 预计全年将开展 400 场
志愿服务活动， 全年将有 8 万
名职工受益。

（据新华网天津）

宁波：2019年建设 20个乡镇（街道）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

近年来， 宁波市紧紧依托平台
扩大社会组织的辐射面、带动力，积
极打造市、区县、街道乡镇三级社会
组织服务平台， 推动平台建设逐步
向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并每
年安排专项资金加大扶持力度。

至 2018 年底，市、区县两级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已经实现“全覆
盖”，街道（乡镇）级社会组织服务
中心建成率已经突破了 45%。

2019 年即将启动建设的这 20
个乡镇（街道） 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 既有原有平台的升级改造项

目， 也有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乡
村复兴战略实施确定的新建项目，
分布在全市 8 个区县（市）。

目前， 项目建设所涉及的资
金，已全部拨付到位。下一步，宁波
市民政局将以宁波市“两会”精神
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为指引，加
大日常跟踪指导工作力度，确保项
目建设的质量、进度，力争圆满完
成 20 个乡镇（街道）社会组织服务
中心建设任务， 实现 2019 年末镇
乡（街道）级平台建成率达到 60%
以上的工作目标。 （据宁波民政）

2 月 14 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