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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处被告人马某么犯非法捕杀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处有期徒刑六

年，并处罚金 2000 元……”2021 年 8 月 19 日，随

着一声铿锵有力的落锤，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

市人民法院将参与杀害杰桑·索南达杰盗猎团

伙中的漏网成员绳之以法，告慰 27 年前为守护

高原生态作出巨大牺牲的环保卫士。

英雄的事迹，荡气回肠，英雄的事业，永续

传承。近年来，玉树两级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积极践行“两山”理念，立足全州经济发展特

点和生态优势，将环境资源审判摆在全局工作

的突出位置，不断增强环境诉讼服务水平，努力

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在加大生态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上，运用司法手段，确保

“一江青水向东流”，为依法保护好“中华水塔”，

构筑起多方联动、共建共治的大保护生态司法

新格局。

铁腕柔情
守护一方水土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特殊

的地理位置、多样的地形地貌、复杂的气候条

件，孕育了这片土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繁衍

生息着各级保护动物 130 余种，野生动物种群

数量、分布区域也在不断的增加和扩大。

因此，违法经营交易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

时有发生，进一步导致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犯罪行为频发，严重危及该地区的生态平

衡和生物多样性。

2018 年 7 月，玉树州发生的一起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又一次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悉，该案中被告人马某

非法购买所得的野生动物制品包括雪豹皮、熊

掌等达 10 种，涉案野生动物制品总价值高达 66
万余元。

“这起案件所涉野生动物种类之多、价值之

大，十分罕见，被告人马某的违法行为对三江源

地区生物多样性危害重大，如果不依法严惩，将

严重损害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阻滞环境司法

服务和生态文明建设大局。”时任三江源生态法

庭庭长的扎西说道。为此，玉树市人民法院，以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20000 元。涉案野生动物制品除被告人合

法购买的部分依法予以返还外，其余野生动物

制品依法予以没收。

据了解，自 2017 年至今，玉树两级法院共

审结各类环资案件 24 件，其中 2 件入选最高人

民法院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

例》，1件入选 《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

型案例》。同时，在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生态类案件中，共判令承担民事公益损害

赔偿责任达 50 余万元，玉树市人民法院三江

源生态法庭于今年 1 月获评全国法院先进集体

称号。

此外，为了解决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涉案

当事人普遍经济条件差，经济赔偿往往成为一

纸空文的尴尬局面，2020 年初，三江源生态法庭

分别在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东仲林场建立

了“环境资源保护服务站”，进一步加强与玉树

市检察院、玉树市林业局等单位的沟通协作，以

推行补种复绿、劳务代偿、替代性修复等方式，

建立环境管护员制度。“用当护林员、巡管员的

方式，取代经济赔偿，弥补对环境的损害，既减

小了案件的执行难度，也实现了谁破坏谁修复

的责任创新。”扎西说。

如今，玉树法院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

法治，彰显了严惩非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

的决心，以“司法铁腕”捍卫生态平衡，以劳务代

偿、补植复绿等恢复性司法实践体现司法温度，

“刚柔并济”构筑起维护三江源地区生态平衡和

生物多样性的“绿色屏障”。

凝心聚力
构建一个体系

“效率高、接地气。”这是大家对玉树法院的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一致好评。

2021 年，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玉树中院”）主动与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省林业和草原局、省三江源地

区生态检察院等部门衔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重点围绕建设智慧环保监管平台、开展环境损

害赔偿与生态修复、依法处置涉案野生动物植

物等工作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交流，进一步

放大执法、司法联动效果。

2021 年 12 月，在玉树州生态环境局和玉树

中院的共同见证下，一份近 20 万元的生态环境

赔付协议经司法确认后，正式生效。

“这是玉树州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司法确认案件，从制度层面、法律层面都具有一

定的引领作用，是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社会组

织共同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具体实

践。”参审法官索南江措介绍说。

据了解，2021 年 8 月，玉树州生态环境局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正在对一家牛羊定点屠宰销售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经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将生产污水直接排放在厂区内渗坑和

外部环境，散发恶臭气味造成生态环境污染。

随即与该公司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申请

玉树中院进行司法确认。经审理，确认该协议

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双方当事人理解所达成

协议的内容，自愿接受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一

致同意由人民法院确认程序赋予该协议强制执

行的效力。

“玉树中院通过司法确认的形式，节省了行

政和司法资源，使赔偿义务人认识到自身行为

错误且危害生态环境，进而自愿履行的主观性

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玉树州环保局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长忠尕才措说道。

“原来在山里捡到的熊掌卖掉也会犯法。”

一位普通玉树市民在参观三江源生态法庭时，

对生态保护有了新的认识。

据统计，玉树两级法院 2021 年全年共开展

此类法治宣传活动共 50 余场，生态法治宣传的

脚步遍布机关、军营、学校、社区、广场以及三江

源头的山间草地，其中，三江源生态法庭的法官

经常骑着马深入偏远牧区，大力开展巡回审判，

办案行程达 8000余公里。

无论山高路远、春夏秋冬，玉树法院的干警

做到了让环保观念扎根高原，走进群众心中。

任重道远
履行一份职责

在玉树中院审判大楼边的人民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实践（玉树）基地中还“隐藏”了一个别具

特色的“玉树生态司法实践展览中心”。

中心由“高屋建瓴”“司法杨帆”“法泽江源”

“万物共生”四个独具特色的展示区域组成，集

中展示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概况与玉树法院司法

审判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进入展览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法与生

态”四个大字。继续向前，“高屋建瓴”展区，呈

现在眼前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三江源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历史节点。

在“司法扬帆”展区，虚拟主持人用汉、藏、

英三种语言展现玉树法院在生态司法方面做出

的具体实践，让参观者感受三江源生态司法的

发展历程。

“法泽江源”展区里，参观者可以通过电子

交互屏幕了解学习相关知识。此外，该区域还

运用高清远程视频技术，对三江源地区的代表

性景观和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实时监测，为参观

者打开一扇“生态之窗”。

“万物共生”互动展区利用 VR 技术和多媒

体弧幕沙盘，展现了三江源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和地貌水文，在“声光电”的交相呼应下，壮美瑰

丽的三江之源微缩景观近在眼前。

“保护好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玉树中院

生态司法教育实践展示中心布展特色突出、内

涵丰富，希望将藏族传统生态观与现代生态司

法观相融合、相促进，突出地方特色，充分发挥

生态司法教育、引领、示范作用。”玉树州委书记

蔡成勇这样说道。

2021 年 10 月 12 日，三江源国家公园位列中

国首批，成为青海省第一个国家公园，对青海，

对玉树来说都意义非凡。

青海省首个专业法庭和审判实践基地在玉

树落成，是人民法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青海的具体实践和展示担当的生动体现。

玉树中院以此为契机，在建成生态司法教

育实践展示中心的同时，先后制定《玉树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基地建设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的七条措施》，并于今年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审判专门人才和双语法官的培养，

进一步深化生态司法理论研究、案例调研人才

的智库建设等工作，为实现生态司法的长治长

效提供制度支撑和智力支持。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作为践行生

态司法“青海模式”的排头兵，玉树法院更要走

在前面、想在前面、干在前面，履行好化解生态

环境矛盾纠纷，维护生态环境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的重要职责，

为建设青海生态文明新高地提供有力的司法服

务与保障。

编译三江源头的“生态密码”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青海时指出，保护好青海生
态环境，是“国之大者”。要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
态。要把三江源保护作为青海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承担好
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

“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
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长江、

黄河、澜沧江源头，是三江源国
家公园核心地区，保护生态责任
重大，建设生态使命光荣。

从2015年11月7日，第一次
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
议，决定在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
设立青海省唯一一家“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实践（玉树）基
地”，也就是这一天开启了三江
源地区生态司法保护的历史篇
章。

司法是规范调整生态文明建
设和环境保护必要而特殊的法律
机制，生态环境司法是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
环节，是中国迈向生态环境法治
的重要路径。三江源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不仅是“三江源”生态保护
和当地农牧民群众权益保障的实
际需要，也是新形势下中央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的需要。

为了让司法的触手延伸到环境保护的前沿
阵地，一年后，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在玉树市隆
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东仲林场相继成立了“环
境资源保护服务站”，通过公布法官的联系方式，
随时为守卫该地区的生态管护员以及周边的农
牧民群众提供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并
协助相关部门解决生态环保问题。

与此同时，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加大了与
相关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力度，建立常态联席
会议制度，与玉树市森林公安、林业局等单位
形成了生态环境保护合力。

谆谆嘱托，重如千钧。玉树州中级人民法
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生
态司法研究、环境案件审判等方面探索创新，为
生态司法实践拓展了路子，积累了经验。

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不仅重视发展理论
研究，同样突出三江源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依法严惩非法盗猎野生动物、制售野生动物制
品等犯罪行为，为生态保护高悬司法利剑，依
法审理了许多精品案件。其中，由玉树市人民
法院审理的尼某某收购麝香案、贡某某猎杀马
麝案分别被最高法院评选为黄河流域、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司法十大典型案例之一，为我国生
态环境司法提供了可学习、可参考的审理范
本。同时，建立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
偿有机衔接的环境修复责任制度，针对非法猎
杀濒危野生动物等重点刑事案件，依法判决被
告人承担给生态功能造成损失的民事赔偿责
任，实现惩治违法犯罪、赔偿经济损失“一判双
赢”。

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抓住三江源国家公
园建设的节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拓展修复性
司法、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深化环境多元共治等
方面大步向前，在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中积累更多的司法智慧，在保护地球
第三极生态环境上提供更强的法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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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长江、黄
河、澜沧江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地区，保护生态责任重大，建设生态使命光
荣。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主动担责、积极作为，依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实践

（玉树）基地”建设，在生态司法研究、环境案件审判等方面探索创新，传播生态法
治声音、引领生态文明风尚、汇聚生态建设力量，为生态司法实践拓展了路子，积累
了经验。

治多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工作组在索加乡对一起民事纠纷进行巡回审理。 玉树市人民法院在巴塘乡开展生态司法普法宣传玉树市人民法院在巴塘乡开展生态司法普法宣传。。

玉树生态司法实践展览中心玉树生态司法实践展览中心。。 本版图片均由玉树中院提供本版图片均由玉树中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