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
� � 近日，厦门海事法院审结全国首例由海警机构提起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

纷案。 该案被告安徽芜湖某航运公司所属的疏浚作业船因违法倾倒废弃物，严重危害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等 12 种珍稀物种栖息海域的生态安全，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被判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28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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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海警
首起海洋生态公益诉讼案始末

行政顶格处罚 20 万元

2021 年 7 月，厦门海警局执
法人员检查发现，安徽芜湖某航
运公司疏浚作业船在从事厦门
高崎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海管工
程清淤时，违反《废弃物海洋倾
倒许可证》 划定的倾废区域范
围，将疏浚废弃物倾倒在厦门翔
安刘五店外侧附近海域，倾倒方
量达 64700 方， 涉及倾废面积
115275 平方米。

“案发海域属于厦门珍稀海
洋物种国家自然保护区，涉及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等
12 种珍稀物种，给海洋自然保护
区生态环境造成了直接破坏，影
响了中华白海豚栖息地生态安
全。 ”厦门海警局湖里工作站站
长张世强说。

中华白海豚是一种暖水性
小型鲸类，多栖息于近海港湾河
口一带，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素有“美人鱼”和“水上大熊
猫”之称。 2000 年 4 月，厦门为此
专门设立厦门海洋珍稀物种自
然保护区。

据厦门中华白海豚文昌鱼
自然保护区事务中心主任蔡立
波介绍， 通过近 20 多年来的保
护，在案发海域，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中华白海豚大概有六七十
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文昌鱼的
数量每平方米 40 尾左右。 此外，

保护区内还有黄嘴白鹭、 岩鹭、
白鹭等 10 种滨海鸟类， 种群数
量达三万只以上。

安徽芜湖某航运公司擅自
倾倒海洋疏浚废弃物的行为，严
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获准倾
倒废弃物的单位，必须按照许可
证注明的期限及条件，到指定的
区域进行倾倒”的规定，2021 年 8
月，厦门海警局据此作出“警告
并处罚款 20 万元”的行政处罚。

提起海洋公益诉讼

要修复倾废面积达 115275
平方米的海域，20 万元的罚金犹
如杯水车薪，更难以起到震慑作
用，为此，厦门海警局相关人员
多次来到厦门海事法院，咨询破
解之策。

“你们可以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警法》， 提起海洋生态
公益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生态环
境修复费用问题。 ”厦门海事法
院行政庭法官一句话点醒了局
中人， 对从未经历公益诉讼的
厦门海警局来说， 修复海洋生
态、保护国家珍稀物种、防止此
类现象重现是重中之重，不能一
罚了之。

2021 年 11 月， 厦门海警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第八十九条，代表国家
对责任者提出海洋生态损害赔

偿要求，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海
洋生态公益诉讼， 请求判令被
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28
万余元， 并要求被告深刻吸取
教训， 在今后海上施工作业过
程中严格履行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责任。

“案件类型新，社会关注度
较高，我们受理后，组成了由副
院长担任审判长的七人制大合
议庭进行审理。 ”承办法官李洪
介绍道。

从立案到审结，历时一个多
月的时间，厦门海事法院从查明
事实真相入手，再组织原、被告
双方调解，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
协议：被告同意承担由评估机构
专家提出的赔偿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 128 万余元的评估意见，并
表示愿意将该款项用于修复被
损害的生态环境和中华白海豚
等珍稀动物保护事业。

2022 年 2 月 25 日， 厦门海
警局联合厦门海事法院、厦门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单位，在厦
门火烧屿中华白海豚救助繁育
基地举办海洋公益诉讼生态修
复赔偿金交付仪式，将 128 万余
元的生态修复赔偿金交付厦门
中华白海豚文昌鱼自然保护区
事务中心，用于海洋保护区环境
损害修复和环境保护工作。

据悉，该案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警法》施行后，首例由海
警机构依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职

责提起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

探索生态保护新路

长期以来，海洋生态赔偿公
益诉讼主要存在“线索发现难、
调查取证难、损害鉴定难、惩戒
震慑难”等问题。 该案的成功审
结，对相关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破解。

海事行政执法与海事司法
都是维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有生
力量，海事法院受理该案是海警
机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职责在
司法案件中得到了首次确认 ，
体现海洋司法与执法在海洋治
理体系中的良性互动， 也是厦
门海事法院与福建省涉海行政
机关、 社会组织全面对接“1+
7+N”海上“枫桥经验 ”工作机
制的生动实践，为服务保障“海
上福建”建设，提升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的效率、效益、效能，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

据了解，案件审理贯彻损害

担责、全面赔偿的原则，有机衔
接同一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和
生态损害赔偿，明确违法行为人
应对行政处罚不足以填补破坏
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有效
地解决海洋生态行政处罚力度
不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强化
对破坏海洋生态行为的惩戒和
震慑，为国家自然保护区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提供了切实保障，也
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厦门海事法院提出的利用
赔偿金设立修复受污染的厦门
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专项基金的精准建议，强化了
对中华白海豚等 12 种珍稀物种
及其栖息地的实际保护。 这种
“靶向” 服务创举将海事司法保
障的范围从确认污染损害赔偿
延伸到海洋生态环境的实际修
复环节，扩大了海事司法对海洋
生态环境的保护半径，创新了我
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裁判思
路、司法实践和法治方案。

（据《人民法院报》）

据吉林省民政厅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 截至 4 月 5 日，吉
林省慈善会系统、 红十字会系
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慈善
组织累计接收捐赠款物 8.23 亿

元，包括现金 6.23 亿元，物资折
合 2 亿元。 截至目前，已经使用
捐赠资金 5.31 亿元， 使用率达
85.2%； 使用捐赠物资折合 1.97
亿元，使用率达 98.5%。

4 月 6 日上午， 吉林省召开
疫情防控工作第 26 场新闻发布
会，吉林省民政厅副厅长杜文革
说，疫情发生后，北京、天津、河
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
南、广东、陕西、新疆等省区市及
省内多家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
织、爱心人士，迅速伸出援助之
手，及时捐赠急需的医疗和生活
物资。

据民政部门掌握的慈善捐
赠统计（不包括各地政府、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直接向接收单
位捐赠的数据），截至 4 月 5 日，
吉林全省慈善会系统、红十字会
系统、吉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等慈善组织累计接收捐赠款物
价值 8.23 亿元，包括现金 6.23 亿

元，物资折合 2 亿元。 其中，一汽
集团等 10 家企业捐赠额分别超
过 1000 万元； 吉林全省共有 28
家慈善组织备案公开募捐方案
28 个，334 家行业协会商会通过
捐款捐物等方式支援抗疫。

对收到的捐赠款物， 吉林
全省各慈善组织全力做到快接
收、快分配、快拨付。 对定向捐
赠资金物资 ， 尊重捐赠人意
愿，直接对接受捐赠单位，做到
点对点接收； 对非定向捐赠物
资， 由吉林省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根据防控需求统一分配。 对
非定向接收的资金， 由慈善组
织直接转账到吉林省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指定的账户进行统筹
使用。 截至目前，已使用捐赠资
金 5.31 亿元， 使用率达 85.2%；

使用捐赠物资折合 1.97 亿元，使
用率达 98.5%。

对开展的捐赠活动，各行业
监管部门严格进行监督管理。 捐
赠活动开展以来，各慈善组织能
够依法依规报备公开募捐方案，
并及时做好捐赠款物的接收、登
记、拨付等工作，坚持捐赠统计
日报制度，每天对捐赠的款物在
各自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开公示，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下一步，吉林省民政厅将会
同有关部门加大对全省慈善会
系统、红十字会系统、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监督
检查，同时对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社会组织开展的募捐活动加
强规范管理， 发现违纪违法行
为，将严肃追责问责。

吉林省接收抗疫捐赠款物超 8亿元
捐赠资金使用率达 85.2%

相关单位在厦门举行海洋生态修复金支付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