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我以及企业的行为给环境造成重大污染，给周边居民
生活带来了极大危害， 在此我向社会作出深刻的忏悔与诚恳的
道歉。 ’8 月 11 日上午的一场庭审中，被告诉讼代理人代读了本
案被告手写的忏悔书。 忏悔书指向的正是全省索赔金额最大的
环境公益诉讼案。

8月 11日上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广州市花都区卫洁垃圾综
合处理厂、李永强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该案中检察机关起诉索赔的金额超过 1.3亿元。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欧名宇出庭参加诉讼， 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组成 7 人合议庭，院长王勇担任审判长并主审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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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 1.3 亿“天价”公益诉讼案开庭
用卡车昼夜不停移除垃圾约需 248天

1.3 亿创广东
公益诉讼案件之最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三联
村竹湖大岭北， 地处广佛交界
处。 伴随机器的作业轰鸣声，一
座由垃圾堆砌成的“大山”正在
逐步被削平。

这座垃圾“大山”的始作俑
者，是广州市花都区卫洁垃圾综
合处理厂（以下简称“卫洁垃圾
处理厂”）。

卫洁垃圾处理厂设立登记
于 2005 年 10 月， 为个人独资企
业，所属行业为生态保护和环境
治理业， 该厂占地面积约 22500
平方米，建筑物 4 间。

然而， 从 2007 年 1 月 11 日
起， 时年 41 岁的佛山南海人李
永强担任卫洁垃圾处理厂的实
际投资人。 经营过程中，李永强
违反环评要求，组织工人将未经
处理的原生垃圾及筛下物非法
倾倒及填埋于厂区西南侧山体，
直至 2016 年 8 月被广州市花都
区环保局责令停业。

经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
研究所鉴定， 卫洁垃圾处理厂长
期非法向厂区西南侧山体倾倒垃
圾， 受污染场地面积约 3.88万平
方米， 垃圾倾倒量约 39.3万立方
米，重量 24.78万吨。 造成的环境
损害主要是倾倒垃圾、 垃圾渗滤
液超标排放等造成倾倒区域植被
破坏，且短期内难以自然恢复。

“如果不实地查看，哪怕在
附近走，可能真的很难发现。‘垃
圾山’的隐蔽性很强，违法行为
人很狡猾， 主观目的性非常强，
就是要逃避监管，所以采用一层

垃圾垫一层土的方法逐步垒高
成山。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办案
检察官邱正文回忆，“路非常难
走”，几次上山下山下来，他已经
走坏了两双鞋。

2017 年 9 月 29 日， 广州市
人民检察院就卫洁垃圾处理厂、
李永强污染环境损害公共利益
的行为在《检察日报》上发出公
告，督促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和
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
告期限届满后，本案没有相关法
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
处于受侵害状态。

2018年 7月 27日，广州市人
民检察院就该案依法提起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卫洁
垃圾处理厂承担涉案场地生态环
境修复费用 113441900.49 元、赔
偿涉案场地生态环境受到侵害至
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
17143500元、 承担为鉴定被告的
违法行为支出监测、测绘、勘测和
鉴定评估费用共 448896.4 元；判
令被告李永强在企业对上述费用
不能清偿时承担赔偿责任； 判令
卫洁垃圾处理厂、 李永强在省级
以上电视台或全国发行的报纸公
开赔礼道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 近年来，一些人为谋取不法
利益，盯上了农村的山水林田湖，
‘上山下乡’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的
行为时有发生， 对我们赖以生存
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人民
群众深恶痛绝。 本案诉讼是我们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具体行动，是服务保障省委、省政

府关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万村
整治’的检察助力。 ”法庭上，出庭
参加诉讼的欧名宇说。

用足法律程序
及时修复生态环境

通过刑事案件的办理、公益诉
讼的起诉，对被告（人）进行惩罚，
这是一方面。 而更重要的是，怎样
恢复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这是检
察机关面对的“燃眉之急”。

卫洁垃圾处理厂是个人独资
企业，至本案提起公益诉讼时，企
业的银行账户上余额仅为 285.23
元，其生产设备、设施业已被李永
强变卖， 根本不足以支付本案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和修复费用。
而李永强作为实际投资人和违法
获益者， 应以个人财产对该厂上
述侵权债务承担法律责任。

为了防止李永强转移财产，
确保本案生效裁判得到有效执
行， 切实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早
在 2018 年 7 月 16 日， 广州市人
民检察院在提起公益诉讼之前
就依法申请法院对李永强采取
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实际查封了
被告李永强价值 1000 万元左右
的银行存款、房产及汽车。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不可逆性，
不及时整治可能遭受永久性功能
损害，今年 5月 26日，广州市人民
检察院创新提出在民事公益诉讼
中启动先予执行程序，向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发出《先予执行意见
书》， 责令二被告对涉案场地所倾
倒和填埋的污染物先予清理，恢复
至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

鉴于本案二被告不能自行修
复，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政府已
委托有修复能力的第三方修复，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先予执行
二被告名下已被冻结的银行存
款、将被查封的房产、汽车及其他
财产变价，用于支付修复费用。在
环境侵害尚未进一步扩大时广州
检察机关探索运用司法手段加以
排除， 从而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
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卫洁垃圾处理厂是个人独资
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是我国过去较
为普遍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这种
类型的企业采用的不是现代企业

管理模式，所以必然存在一些不正
规之处。 虽然这家企业规模大时，
也有 100多名工人和车队，但在管
理过程中，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等
各方面都比较落后，根本没有环保
意识，所以才产生了为追求利润而
采取非法倾倒填埋的模式。这家企
业可能在过去 10多年的运作中确
实产生了一些利润，但利润没有投
入到企业的技术升级中去。 ”检察
官邱正文说。

“从本质上讲，检察机关的
这些做法既是践行现代环境司
法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服务和
保障绿色发展的重要体现，更是
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和
生命健康的现实需要。 ”广州市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虹说，广
州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案件办
理践行恢复性环境司法理念”在
这宗案件中得到充分体现。

刑民行并举
三种责同追

“山上一下雨，垃圾就和着
雨水顺势流下来，都是黑水。 而
且，如果不及时处理还存在安全
隐患。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六
检察部负责人陈达源记得，有一
次，多名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应邀前往实地查看情况时，他做
了一个“实验”———站在山上跳
了跳，整座山瞬间“颤抖”起来。

由于涉案场地倾倒垃圾混
合体的体量十分巨大，且实际投
资人李永强为规避法律责任，雇
佣多名挂名投资人，案情较为复
杂，属于重大疑难案件，广州市
人民检察院成立了办案组，检察
长欧名宇带头办理该案。 2018 年
11 月和今年 7 月，欧名宇带队两
次勘查涉案现场，指导现场调查
取证，检查现场修复工作。

办案中，广州检察机关坚持
“刑民行并举、 三种责同追”，在
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移送
刑事犯罪线索追究行为人刑事
责任，追究相关行政人员环境监
管失职罪。 今年 5 月 29 日，李永
强被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有
期徒刑 6 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

邱正文介绍，该污染场地的清
理整治工作已交由广州环保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等负责。根据最初的
清理工作日志，日夜不停的用卡车
将垃圾移除， 需要拉 2万多车，约
需要 248天。 而截至目前，涉案场
地的清理整治工作仍在进行中，约
75%的垃圾已被移出。

“无论法庭对我作出什么样
的判决，我都愿意接受。 ”李永强
因健康原因缺席了 11 日的庭
审，法庭上，他的诉讼代理人宣
读了他的忏悔书。 在忏悔书中，
他向社会公众作了道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检察机
关提起本案民事公益诉讼之后，
当地政府下大力气开展生态环
境修复工作，涉案当事人也自行
采取了部分清理措施。 但‘亡羊
补牢，为时已晚’，污染造成的后
果是不可挽回的，付出的代价是
极其高昂的，带来的教训也是足
够深刻的。 在此，我们大声呼吁
社会各界， 与司法机关一起，认
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
面落实省委、 市委部署和省、市
人大决定，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11 日，欧名宇面对正在直
播的庭审，发出了倡议。

数据显示， 广州检察机关开
展公益诉讼工作以来， 共审查破
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类公益诉
讼线索 3428 件， 立案办理 1854
件， 启动诉前程序案件 1559 件，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53
件，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12 件，行
政公益诉讼 9件，支持起诉 5件。

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
地 23 处， 清理污染和非法占用
的河道 29 公里， 清理被污染水
域面积 73 亩， 保护被污染土壤
45 亩，督促清除处理违法堆放的
各类生活垃圾 27.19 万吨， 督促
回收和清理固体废物 25.21 万
吨，督促关停和整治其他造成环
境污染的企业 204 家，向侵权行
为人索赔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
服务功能损失费约 2.6 亿元。

欧名宇说：“我们希望通过
办理生态环境类公益诉讼案件，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
揪心事、烦心事，协助行政机关
推动广州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目标
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 ”

（据《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