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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江苏法院
工作巡礼

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2020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连云港中院、灌南县人民法
院与连云港市海洋与渔业局共同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环境司法执行基地增殖放流中
国对虾120万尾。 蒯舒 摄

“微笑天使”长江江豚在清澈的江面上乘风戏水，灰喜鹊、山斑鸠、黑耳鸢、小白鹭等鸟儿翱翔在新济洲岛的山水林间，

黑、白天鹅悠闲地在紫金山下的燕雀湖中捕食……2020年，江苏法院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加强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深化环资审判“9+1”机制改革，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司法专门化水平，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为美丽江苏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9+1”机制运行一年多来，全省法院依法审结3000余件各类环境资源案件；如今，黄海湿地、骆马湖、金湖水体生态资

源、花果山林木、灌南生态农业等20多个司法研究修复基地遍布全省各生态功能区；南京长江江豚科教中心在江心洲建成开

馆，成为民间力量参与长江大保护及长江江豚保护的里程碑式尝试。

生动实践“两山”理念，落地
落实长江大保护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
生态环境”，江苏法院一直在路上。

全省各环资法庭坚守法律底线，牢
固树立生态红线不可触碰理念，充分发
挥机制改革效能，为绿色发展营造良好
法治环境。

2020年9月24日，盐城市区唯一的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江苏大吉发
电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
案二审终于尘埃落定。该案对被告是否
可以参照泰州1.6亿元环保公益诉讼案
中的6家涉事企业将技术改造成本在赔
偿款内抵扣，给出明确的法律意见。

由于建厂较早、工艺技术趋于落
后，2014年7月1日，《生活垃圾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出台后，大吉公司大气污
染物指标一直未能实现达标排放，被当
地环保部门多次行政处罚。该案一审
审理过程中，大吉公司完成技改工作，
验收达标，并在2019年5月20日搬迁
后，各项排放指标均已达标。一审法院
认为，大吉公司长期超标排放造成大气
污染，损害公共环境利益，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判令赔偿556万余元用于盐城
市大气环境修复治理。

对此，大吉公司在二审中提出，该
公司未能及时技改具有客观因素，主观
上无过错，应当免除或者减轻责任，其
投入的2284.5万元技改费用及新厂搬
迁费用应当在赔偿费用中予以抵扣。

“此案与泰州案不同，作为一家以
处置生活垃圾、保障公共环境安全为经
营范围与目的、担负重要社会责任的企
业，更应当把公共环境利益放在优先位
置。大吉公司具有充足时间进行技改

以满足国家大气排放新标准，因此，本
案不具备适用技改抵扣这一裁判执行
方式的条件。”该案审判长、省法院环资
庭庭长刘建功阐述了该案不适用技改
抵扣原则的考量依据。

旁听该案审理的全国人大代表、专
家学者认为，该案依法判决无视国家规
定的违法排污企业承担大气污染治理
责任，体现了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的司法理念，是江苏法院
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司法实践。

2021年1月1日零时，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10年禁渔工作全面启动。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
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
求，江苏法院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
更加重要位置，助力打赢长江保护修复
攻坚战。

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非法
捕捞犯罪，保障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
顺利推进，省法院专门出台《关于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非法捕捞刑事案件审理
指南》，要求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打击
非法捕捞行为，细化了定罪量刑的具体
标准，确保长江流域全面禁捕退捕战略
落地落实。

据统计，近5年来全省法院通过依
法判处实刑、慎用缓刑、强化罚金刑，共
审结涉长江污染环境刑事案件1023件，
追究刑事责任2502人，最高刑期7年，
最高罚金5000万元。仅去年一年，全省
法院审结涉长江流域非法捕捞刑事案件
408件，涉长江污染环境刑事案件30件。

“一体化保护”，践行恢复性
司法理念

2020 年 12 月 4 日，全国法院第
1000万场庭审直播案件在南京环境资

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2015年至2018
年期间，被告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
况下，先后在南京老山林场等地通过非
法采矿获得泥灰岩、泥页岩等合计十余
万吨。对于损失的计算范围和计算方
法，法庭不仅让被告承担山体修复的责
任，还让被告承担了动物栖息地损失的
责任。

“以前对这样的案件，一般会针对
破坏了多少山体，就得赔偿多少的矿产
资源损失。但在本案中，被告开山采石
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山体，也破坏了林
草，进而影响到动物的栖息地。所以该
案审理时，便考虑到对山水林田湖草的
一体保护和系统保护。”南京环境资源

法庭庭长、该案审判长陈迎具体解释了
该案判决中的深层次思考。“只有具有
系统保护的意识，才能在具体修复时做
到整体修复。”

省法院原一级巡视员刘亚平介绍，
“9+1”机制改革后，我省法院更加注重
查明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行为对生态环
境所造成的复合危害，注重山水林田湖
草一体保护、系统保护。

曾经是江中荒岛的新济洲岛，如今
岛上绿树成林、周边水域水草丰美，“南
京环境资源审判长江新济洲研究修复
基地”让它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个修复基地一期规划总面积有
838亩，栽植了6000多株乔木，还有3

万多平方米的灌木和各种各样的水面
植物。”对于该岛的新使命，新济洲公
园的负责人员感到自豪。该岛作为长
江下游地区替代性修复项目的实施地
块，为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生态资源修
复提供水生植物种苗。该项目已被省
委政法委列入2020年政法服务十件实
事之一。

为深化“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
综合治理”的审判结果执行机制，江苏
先后在连云港建立全国首个海洋牧场、
黄海湿地等20多个生态环境损害司法
研究修复基地，不仅保障了生态环境有
效修复，提升了环境资源审判的社会效
果，同时还承担环境资源审判理论与实
践研究、技术专家库设立与运行、专家
辅助服务及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探索实
践等职能。

攥指成拳，探索生态文明多
元共治格局

环境资源审判“9+1”机制是最高人
民法院交给江苏法院生态环境司法“中
国方案”的改革任务。新机制运行一年
多来，逐步在全省形成统一、公正、高效
的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全省法院积极
主动融入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进一步建
立健全与巡回区的检察机关、公安机
关、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多
元化解机制，相互配合、优势互补，推动
形成环境资源审判“9+1”机制改革的强
大合力，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系统保护
和整体保护，破解了司法地方化难题，
营造了公平的营商环境。

以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第一法庭为
例，2020年6月3日，江阴市法院分别
牵头与辖区检察院、公安局、生态环境
局等8家部门共同签署《共建江阴市窑

港口长江生态湿地司法修复基地框架
协议》，联合发布《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
事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涉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江阴段）环境资源刑事案
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为服务保障大运河水更清、景更
美，2020年12月18日，苏州姑苏区法
院充分发挥太湖流域环资法庭集中管
辖的职能作用，牵头大运河苏州段沿岸
沿线的姑苏、相城、虎丘、吴中、吴江及
苏州工业园区6家检察院建立深化大运
河生态资源司法保护的“1+6”合作机
制。该机制在坚持一体保护、统一司法
尺度、践行恢复性司法、整合司法资源
等方面，进一步增强大运河生态资源司
法保护力度。

就在几天前，如皋市法院办公大楼
接待室内，安徽省芜湖市的申某收到长
江流域环境资源第二法庭送达的其与
扬州市江都区检察院达成的公益赔偿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民事裁定书》。这
是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检察公
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今年1月1日施行
后，江苏法院作出的首例检察公益司法
确认裁定，也是如皋、江都法检联手贯
彻该《决定》的成果。

在省法院的指导下，全省各中基层
法院纷纷创新管辖法院和非管辖法院
的司法协作方式。镇江中院协调配合
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第一法庭，在当地规
划建立环境资源研究修复基地。江阴
市法院也分别与镇江、常州中级法院会
签《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第一法庭管辖区
（镇江地区）环境资源保护司法协作协
议》。

一年来，为提升9家环资法庭专业
化审判水平，江苏积极探索环资审判人
员上挂锻炼机制。在省法院的大力协
调下，9家基层环境资源法庭积极推荐
优秀人员，分批到南京环资法庭轮流上
挂锻炼，通过协助办理案件、调查研究、
起草指导性文件、参加业务学习等方
式，提高各基层环境资源法庭对环境资
源审判的理念认识，提升审判业务能
力，从队伍建设角度确保环境资源法律
在全省范围内的统一正确实施。

下一步，江苏法院将立足新发展阶
段，紧扣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生态
环境高质量司法实践，不断推进环资审
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江苏
生态环境“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王晓红

法护绿水青山“9+1”环资审判谱写美丽江苏新篇章

迎难而上
创优立标强品牌

发展不止步，唯有锚定目标、驰
而不息，才能激流勇进。2020年至今
的一年多时间内，在李庆同的带领
下，新疆安装在技术认证和品牌建设
上捷报频传，科技创新全面迈入“加
速度”。

2020 年 5 月，李庆同刚带领团
队完成歌美飒体系 （SGRE） 认证申
报工作，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公司
紧接着又启动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
作。不少人觉得，歌美飒体系认证
已是目前风电塔筒对外出口所需的
最高标准，能够通过该项认证，成
绩已经不小了，又要冲刺另一个目
标，时间紧任务重，是不是太仓促
了些？李庆同却坚持认为，高企申
报工作是企业发展的“必选项”，铆
足劲头、一鼓作气，眼前正是绝佳
良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新
疆安装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必由之
路，既然决心求发展，就趁着首战
告捷，乘势进取。”

短短半年，要顺利完成国家级
高企的一整套申报要求，难度可想
而知。李庆同带领团队自我加压，
日以继夜紧张筹备。幸运的是，该
项工作很快得到自治区科技厅的大
力支持，给公司提供了政策方面的
指导帮助，加之业内也有成功经验
可借鉴，从召开工作推进会、制定
申报计划、学习研究政策文件，直
到带队梳理申报材料、顺利完成多
轮答辩，李庆同团队以马不停蹄的
状态，一举圆了新疆安装成立 62年
以来孜孜以求的“高企梦”。

在此后的工作总结中大家才知
道，李庆同从到任新疆安装，就已立
志为公司发展开新局尽己所能。到任
后，李庆同立刻开始梳理新疆安装现
有的技术优势，并进行市场研判。借

助与西门子公司开展合作机遇，迅速
启动了以德标为基础的歌美飒体系认
证工作。在认证文件编制过程中，他
不断向同行学习请教，带领团队进行
了大量文献翻译，认真梳理每一个标
准细节所需要的印证材料，重编了管
理制度、质保手册、工艺说明，最终
顺利通过认证审核，成为新疆首家进
入歌美飒体系合格供应商名录单位，
也为接下来企业争取更多突破奠定了
信心。

今年1月4日，作为一年来李庆同
带队取得的第三项技术申报成果，新
疆安装成功获得压力管道元件组合装
置制造资质许可，为企业在集成化装

备制造板块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技术保
证。在前期取证过程中，李庆同牵头
成立取证工作小组，配齐资源，重新
制定质量保证体系文件，从而确保评
审前期工作万无一失。

行 远 者 必 自 迩 ， 登 高 者 必 自
卑。随着一系列成果陆续斩获，企
业发展越往高处走，李庆同就越是
感受到自我提升的必要，“要将眼光
投向未来，若中途止步懈怠，很快
就会泯然众人。”李庆同说，“在日
新月异的科技创新路上，所有过往
皆是序章，要时刻保持一种谦虚学
习、不断进步的心态，每一个超越
昨天的人都是超人”。

在李庆同的倡导下，新疆安装
内部开始推行“外树品牌、内升动
力”的发展理念。李庆同对外推荐
公司的专业技术能手进入各类行业
协会组织，助推公司成为会员或理
事单位。同时，依托新疆安装博士
后工作站，开展“高精尖”技术研
发，并联合新疆大学、清华大学等
高校和华为等高科技企业，申报新
疆重大科研专项，不断提升公司品
牌形象。对内开展每日慕课、每周
一课、每月一考等技术系统培训，
提升公司技术系统的基础能力，带
领技术团队与兄弟单位开展技术交
流，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思
路。截至2020年底，新疆安装已获
得国家级授权专利13项，申报专利
12项，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不惧挑战
创新锋从磨砺出

“从入行开始，学习和创新就已深
深刻进我的‘生活字典’，融入我的

‘职业基因’。勤于学习、善于思考、
勇于担当、主动创新，是我最想传递
给你们的感悟。”李庆同在新员工分
享会上坦言。求学时期的李庆同就十
分勤勉刻苦，曾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

入山东建筑大学，并带着优秀毕业生
和优秀党员等荣誉进入中建安装。山
东恒源石化100万吨/年延迟焦化项目
是李庆同毕业后参建的首个项目，
2009年，他在该项目进行3个月的实
习工作，担任工艺管道技术员。“当
时一大堆工程技术的实战问题扑面而
来，简直应接不暇，从施工方案编
制、工艺流程策划，到复杂的工艺管
道单线图绘制、管线焊接、无损检测
等，很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可循，只
有在施工现场才能找到解决路径，所
以在那3个月，不管日晒雨淋，我总
是穿梭在管道间，不停地调查、学
习、思考。”

经过实习期的锻炼，李庆同深刻
体会到，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必须要
有“快学现用”和独立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尤其是要具备创新实践能
力。2010年1月，李庆同来到当时国
内首套石油炼化针状焦装置——山东
金诚40万吨/年焦化项目，担任工艺
管道和给排水技术员，工期仅 7 个
月。除了协调现场施工，他还需在1
个半月内完成超15万米的工艺管道单
线图绘制工作。“白天制定施工计
划、分配每日施工任务，夜晚加班绘
图、解决图纸碰撞。在确保施工有序
开展的同时，提前半个月完成了绘图
任务。”李庆同回忆说，经过192天的
艰苦奋战，在那年中秋节，项目一次
产出了合格焦炭，“焦炭从塔里喷出
的那一刻，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
来了。”

疾风知劲草，在此后的成长岁月
里，李庆同从个人奋斗到带队打拼，
先后参与建设天津中新天津生态城世
茂酒店一期项目工程、山东东辰20万
吨/年芳烃联合装置的EPC总承包项目
等多个重点项目，一步步锤炼成了技
术创新的行家里手，直至进入新疆安
装、担当企业的科技领队人，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打开一片天。

励志笃行
带队攻坚破万难

创新无坦途，唯有攻坚克难、百
折不挠，方能迎来柳暗花明。回顾李
庆同带过的团队，“解题”已成常态，

“攻关”也始终在进行时。2011年 3
月，刚入行两年的李庆同被调往山东
东辰20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工程总承
包项目，担当主抓工艺的技术负责
人，这是他头一回真正带起一个工程
技术团队。当时项目需完成300公里
的管道安装任务，李庆同把工程分解
为各项重要环节，积极鼓励员工跳出
既有框架，在各环节大胆创新，在方
案上求突破。

比如，为杜绝管道焊接裂纹的隐
患，须进行无损检测，原先检测的做
法是抽查5%，新员工曹文龙建议进行
全线优化检测。李庆同在研究后果断
采用提议，并组建无损检测创效优化
小组，最终不仅保证了焊口质量无
误，还为项目增加了 120 万元净利
润。再比如，在进行5万米埋地管道焊
接工作时，传统做法是将管道放入坑
道后再分节进行焊接，费时又费力。
新员工杨国提出创新施工方法，先在
沟渠旁焊接，再用吊车进行整体吊
装，经过研究实施后，成功为项目节
约工期75天。“他鼓励我们，能做得
更好，就不要留下遗憾。如果当时这
个项目全部按照老办法施工，任何一
个环节出了阻碍，就会影响全盘进
度，进而完不成任务。”在李庆同的指
导和鼓励下，项目圆满结束后，杨国
还总结出一套埋地管道施工应用的创
新科技成果。

“每个项目都是一场‘练兵’，在
磨练意志的同时，也为企业练出人
才、战出业绩、攻出成果、拼出效
益。”李庆同说。2015年，他就任中建
安装一公司天津分公司总工程师，兼
任中建安装首个大项目部——天津南

港片区大项目部的项目经理，同时管
理3个工程。建设过程中，他提出创新
管理机制，区域化负责，专业化、网
格化管理协同推进，将项目各专业施
工任务分区分块，交由一人总负责，
在完成分内任务的同时，还负责其他
专业的协调工作，真正实现专业、区
域多重覆盖，责任无盲区。工作之
余，李庆同还研究完成了《煤制甲醇
施工关键技术》《同轴催化器施工关键
技术》《造气恩德施工技术》等多项施
工技术。

千锤百炼，玉汝于成。入行12年
来，从最初的夯实专业知识基础，到
逐步增强项目管理能力，再到跨专业
积累大项目管理经验、带领企业实现
技术和管理体系的创新升级，在李庆
同的努力下，中建新疆安装不仅成功

“安”上了“技术之翼”，还“建”证
了国内单套规模最大的PVC生产装置
及天津“网红”图书馆，中国安装协
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颁发的科
技进步奖项及林林总总的创新科技成
果论文和应用专利。以李庆同为代表
的中建安装人，在不断实现自我提升
超越的同时，也激活了企业自主创新
的动能，培育了一批立志攻坚、创优
争先的“精兵巧匠”。

坚毅自律，坚持阅读和长跑，他被
大家称为“运动的书柜”，永远对知识
充满渴望，不断拓展“技能包”，提升
自我价值。每周读一本书，每年跑
3000公里，读书和跑步是李庆同最大
的业余爱好。他广泛涉猎市场营销、安
全生产、管理决策等方面知识，将各领
域的管理知识融会贯通，并自创出一套
激励员工“自我管理”办法，比如带领
大家跑步，开展“月读之行”活动。

“自我管理是一切管理的基础，每个人
都是创新者、管理者，我们要打造‘聚
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卓越团队，
让团队中每位成员都能在各自的领域发
光发热。”李庆同说。

李庆同：在大漠戈壁“建”证一面面创新旗帜
2020 年 11 月 28 日，对于中建新疆安装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李庆同和他的企业而言，是一个关乎未来发展的“大考之日”。这一天，他带着准备好的材料，满怀信心地

来到科技部火炬中心。随后数天内，他面对 36 名科技部专家的轮番提问，对答如流，圆满完成了三轮复审答辩，并在一个月后拿到批复文件，中建新疆安装顺利通过了“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就在一年前，李庆同刚刚接到中建安装总部通知，从华北平原来到西部大漠，赶往新疆安装公司赴任。“千里走单骑”的他坐在西行的火车上，看着窗外的茫茫戈壁，思索着如何
让这家成立已有 62 年但技术体系尚未健全的企业尽快脱胎换骨、实现跨越发展。一年来，在他的带头攻关下，公司团队齐心协力、“三战三捷”，先后成为新疆首家通过歌美飒
（SGRE）技术体系认证和首家获得压力管道元件组合装置工厂化预制管段资质许可的单位，并成功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实现了“从0到1”的逆袭、“从1到N”的飞跃，科技创
新水平全面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