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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曹娴

5月16日， 记者从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获
悉，湖南省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于近日在
株洲市中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
株洲市金利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
境损失费用130余万元。

垃圾焚烧厂污水泄漏，环保志
愿者及时发现线索锁定证据

2015年5月20日，湘潭环保协会志愿者宋
伟、彭正坚、刘海威3人得到消息，称株洲市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隶属于株洲市金利亚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垃圾渗滤液渗漏，导致附近大
片池塘死鱼。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3名志愿者
赶到株洲市石峰区铜塘湾长石村，发现一些池
塘水变成黑色，不时散发着阵阵恶臭。 据村民
介绍，村上池塘的水原来一直清澈，2015年3月
开始，陆续发现池塘内出现死鱼，水的颜色也
变黑。

从2015年5月20日开始，湘潭环保协会志
愿者将现场采集的水样，通过第三方的检测机
构化验，水样中的COD、氨氮等因子超标严重。
为了确保检测结果正确，志愿者前往现场6次，
采集4次水样，几家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均得
到类似结果。

湘潭环保协会将调查结果反馈给株洲市
环保局。环保局调查得知，由于近期大雨天气、
工厂管理不到位、技术欠缺等原因，从2015年3
月底开始，株洲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陆续有
垃圾渗滤液渗漏到周边水体， 造成环境污染。

由于渗滤液一时无法处置，2015年6月2日，株
洲市环保局对工厂下达《责令停产整治决定
书》，要求停产整顿，立案罚款1.7万元。

被告按虚拟治理成本法赔偿
环境损失费130余万元

污染在株洲境内，但对湘江下游的湘潭存
在很大威胁。 2015年6月5日，湘潭环境保护协
会作为原告对株洲市金利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其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并赔偿生态环境损失。

2016年4月，经过改造，被告的垃圾渗滤液
处理设施通过了环保部门的验收，原告认为其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诉求已经实现。

2016年5月9日，经过现场联合调查，咨询
专家意见及多次协调，原被告双方确认了被告
污水泄漏量，同意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
态环境损害数额。被告承担生态环境损失费用
1313802元，原告因本案发生的差旅费、律师
费、检测费等费用252874元及本案诉讼费550
元。 5月15日晚上， 株洲市中院公布了这一结
果。

株洲市中院：符合条件的环保
公益组织可提起诉讼

株洲市中院立案庭副庭长李萍告诉记者：
“这起案件最大亮点是环保公益组织的介入。
在湘潭环保协会志愿者介入调查之前，株洲市
环保部门对污染事件已经知晓，但处罚力度不
是很大。 环保组织的介入，有力推动了污染单
位的整改和赔偿。 ”

根据2015年1月1日实施的新《环境保护
法》， 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登记、 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5年
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
公益诉讼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在新的
环保法出来之前，关于谁能够提起环保公益诉
讼并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是被侵害对象或者检
察院提起诉讼， 也存在环保组织起诉的个例，
但是都没有相关明确的法律依据。 ”

130万元赔偿款咋处理？ 将成
立湖南环保公益基金，支持环保公
益事业

什么是虚拟治理成本法？“首选确定此次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排出的污水的数量，同等
数量的污水在污水处理厂处理到符合国家规
定的排放标准所需要的成本，就是虚拟治理成
本。 ”据原告湘潭环保协会代理律师王莹介绍，
虚拟治理成本法赔偿是指按照虚拟治理成本
的4.5倍到6倍实施惩罚性赔偿，是环保公益诉
讼案件的通用赔偿方法。

企业赔偿款将会怎么处理？ 王莹介绍，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赔偿款应当用于环保公益事
业，主要用于生态损失修复，也可支持其他环
保公益事业，比如弥补其他环保公益诉讼所需
要开支的律师费、污染危害鉴定费等费用。“这
笔款项目前要求被告方支付给株洲市中院。湖
南省高院正在积极筹备成立湖南省环保公益
基金，公益基金成立后，株洲市中院要将把这
笔钱转到这个基金里。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通讯员 陈志武
记者 左丹） 昨天， 湖南小学教师教育联
盟在长沙成立。 联盟成立后， 将建立健全
师范院校与小学师资“双向互聘” 和“岗
位互换” 的教师发展新机制。 这意味着，
小学名师走进大学课堂、 大学名师走进小
学课堂将成为常态。

湖南小学教师教育联盟首批成员单位
共71家，由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发起成立，旨
在整合高等师范院校、 教育行政部门与知
名小学的力量， 搭建更大的小学教师培养

培训平台，服务基础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 联盟成立后，将加强教师队伍的合作
与交流，建立健全师范院校与小学师资“双
向互聘”和“岗位互换”的教师发展新机制，
小学名师走进大学课堂、 大学名师走进小
学课堂成为常态； 共建师范生教育实践基
地，打通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的通道，实行
师范院校与实习基地教师共同指导师范生
教育实践的“双导师制”；协同开展创新性
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 协作解决基础教育
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王宇） 5月14日上午， 湖南省装备制
造技能大师企校对接活动在湖南工业职院
举行。 22名来自省内装备制造业的技能大
师， 将正式走进湖南工业职院、 湖南机电
职院、 湖南电气职院和湖南汽车技师学
院， 成为职院兼职教师， 手把手地教授学
生实际操作技能。

据了解， 此次签约的22名技能大师分
别来自中联重科、三一重工、中车株机、湘
电集团、华菱集团、铁建重工、广汽三菱等
国内装备制造知名企业。 比如，中联重科高
级技师龙卫国，被誉为“中国汽车起重机调

试第一人”，2015年获省劳动模范称号；湘
电集团高级技师易国强， 焊工技术一流，
2015年荣获全国劳模称号。 其他获得全国
劳模、省级劳模、“五一”劳动奖章的大师还
有不少。 今后，他们将在各职院成立“技能
大师工作室”， 全面参与到学院的专业建
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和
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将重点展开科研攻关、
指导教学实训工作。

湖南省工业职院院长刘建湘对记者
说， 大师成为教师， 不仅能指导学生提高
操作技能， 更能以身作则地培养学生精雕
细琢、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于振宇）记
者从衡阳市雁峰区法院获悉，5月16日，网
络大V格祺伟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一案
在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法院
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格祺伟有期徒刑六年，
并处罚金十二万元。 本案其他被告人张桓
瑞、樊莉娟、李晓伟、李洪洋犯敲诈勒索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三年（缓刑三
年）、二年四个月二十天、二年四个月二十
天等不同的刑罚，并处罚金。

一审法院查明， 被告人张桓瑞系现代
消费导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现代消费导
报社现代消费网负责人。 李洪洋为该报专
题新闻部主任。 张桓瑞先后招募樊莉娟、李
晓伟到现代消费网。在结识网络大V格祺伟
后，力邀其加盟，并任命格祺伟为现代消费
网新闻部副主任。

张桓瑞纠集上述人员， 通过线人或其
他手段，收集各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

个人的负面信息，由张桓瑞选题后，其他人
员分别进行采访、撰稿、后续跟踪报道，面
谈“定价”，迫使对方主动上门“协商”。 后以
删除负面报道或不再跟踪报道为条件，敲
诈勒索对方钱财。

自2012年12月起至2013年2月止，上
述人员先后作案4次，敲诈勒索杭州市余杭
供电局、山西省娄烦县人民政府、山西省乡
宁县国土局局长刘某、 河北省曲周县交通
局局长吕某某等单位和个人人民币63万
元。 此外，格祺伟还单独敲诈勒索2次，涉案
金额18.5万元（其中10万元犯罪未遂）。

一审法院认为， 被告人张桓瑞、 格祺
伟、樊莉娟、李晓伟、李洪洋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共同或单独以在网络媒体上发布或
删除负面信息等方式，威胁、要挟他人，索
取钱财。 张桓瑞、樊莉娟敲诈勒索数额特别
巨大，格祺伟、李晓伟、李洪洋敲诈勒索数
额巨大，构成敲诈勒索罪。

小学名师进大学课堂 大学名师进小学课堂

我省有了小学教师教育联盟

22名技能大师担任职院兼职教师

网络大V格祺伟一审获刑6年

湖南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达成和解
被告赔偿130余万元生态环境损失费

法眼万象

� � � � 1月27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化疗的疼痛让
唐娅萍吃不下饭，刘双田就细心地慢慢喂她吃饭。

� � � � 5月16日上午，在刘双田的强烈坚持下，他们
申领了结婚证。

十年修得同船渡
邵东小伙迎娶白血病女友

� � � � 5月16日中午，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刘双田唐娅萍举行婚礼。

� � � � 5月16日中午，邵东县旧时光家常土菜馆，90后青年刘双田以简单、喜庆的婚礼，正式迎
娶相恋10年的女友唐娅萍。

他们都来自邵东县农村，今年都是26岁。
刘双田父亲因工受伤瘫痪在床，母亲患有哮喘，家中还有年迈的外婆和奶奶需要照顾。

高中毕业后他就去了深圳打工。 唐娅萍大学毕业后，在邵东兼了3份美术老师的工作。
正当两人准备结婚成家时，病魔袭来。 2015年12月23日，唐娅萍被确诊为急性非淋巴细

胞性白血病M4型。 得知女友的病情后，刘双田果断辞掉深圳的工作，全职护理女友。
4月16日，湖南日报社新湖南客户端刊发了《女友突患白血病 ，湖南90后男友欲完成婚

礼》的报道后，社会各界为女孩捐赠了10万余元的医疗费用。
虽然唐娅萍还在接受化疗，也准备与弟弟进行骨髓配置，但病情随时可能加重。 刘双田

毅然决定举行婚礼。
李健 龚琦涵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通讯员 周闯
鲁鹏 记者 胡宇芬 ） 今天， 中国发明协
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届
“中国发明家论坛” 开幕式、 第九届“发
明创业奖·人物奖” 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 我省何清华、 冯江华、
吴飞驰、 戴立忠、 李跃先、 张斌、 江爱
胜、 李明、 贺新华、 田陆等10位发明家
荣获“发明创业奖·人物奖”， 何清华、
冯江华还被授予“当代发明家” 荣誉称
号。 这是我省获奖人数最多的一次， 湖
南也是此次获奖人数最多的省份。 省发
明协会因此被授予第九届“发明创业奖·
人物奖” 伯乐奖。

何清华现为中南大学教授、 山河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长期从事
工程装备与控制领域的基础研究及应用
开发， 授权专利244项， 其中2项获中国
专利优秀奖。 他创立的“准恒功率” 液

压静力压桩机设计理论和方法， 促进了
绿色环保静压桩技术的推广与行业技术
进步。 建立了液压凿岩设备工程设计理
论体系， 形成了系统的优化设计方法，
推动了液压凿岩技术进步。

冯江华现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长期从事轨道交通、
工业装备、 新能源等领域的研究与管理工
作， 作为第一发明人已获31件专利授权，
其中发明专利24件。 他带领团队打破国外
技术垄断,�主持构建国内首套牵引系统试
验平台和全维仿真平台， 建立了我国完全
自主、 整体性能国际领先的牵引传动系统
技术平台， 为中国铁路从普载到重载、 常
速到高速时代跨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据悉，“发明创业奖” 是经国家奖励办
批准， 由中国发明协会自2005年以来专为
发明家设立的最高奖项， 至今湖南共有28
位优秀发明家获此殊荣。

湖南10人夺中国发明家最高奖
何清华冯江华获“当代发明家”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