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4民初201号 

原告:九江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八里湖大道

1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400014582152J。 

法定代表人:谢一平，市长。 

委托代理人：王辉明、郑小梅，江西惟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支持起诉机关：九江市人民检察院 

法定代表人：熊少健，检察长。 

出庭人员：吴谋勇、李平洋，检察员。 

被告: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范

镇范正街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6MA362B017N。 

法定代表人:姚敏，经理。 

被告: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萧山区九号坝三号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10978812Q。 

法定代表人:连贵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晖、李云云，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永良，男，汉族，1968年4月15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萧

山区。 

被告:李德，男，汉族，1980年9月16日出生，住浙江省嘉善市。 

被告:舒正峰，男，汉族，1978年1月1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柴

桑区。 

被告:黄永，曾用名黄勇，男，汉族，1970年1月13日出生，住浙江

省台州市温岭市。 

被告:夏吉萍，男，汉族，1978年9月29日出生，住江西省吉安市青



原区。 

委托代理人：刘俊文、罗殷，江西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世水，男，汉族，1962年3月27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开

发区。 

委托代理人：邓怡青，江西惟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祖兴，男，汉族，1974年2月26日出生，家住江西省共青城

市。 

委托代理人:刘堂银，江西开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九江市人民政府诉被告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正鹏公司”）、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新公司”）、

张永良、李德、舒正峰、黄永、夏吉萍、陈世水、马祖兴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受理，九江市人民检察

院提起支持起诉意见书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

委托代理人王辉明、郑小梅、支持起诉机关检察长熊少健、检察员吴谋

勇、李平洋、被告连新公司委托代理人李云云、被告张永良、舒正峰、

黄永，被告夏吉萍委托代理人刘俊文、被告陈世水及其委托代理人邓怡

青、被告马祖兴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堂银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正鹏公

司、李德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审理期间，原告因被告沈孝军所应承担的共同修复费用已由案

外人杭州塘栖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称“塘栖公司”)赔偿到位，故原告向

法庭申请撤回对被告沈孝军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 

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正鹏公司、连新公司、张永

良、李德、舒正峰、黄永、夏吉萍、陈世水、马祖兴共同对九江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地块、九江市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周边

地块承担生态环境修复义务;如不履行修复义务，则判令上列各被告共



同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18.6098万元(包括直接工程费537.58万元、

间接费用93.8958万元、基本预备费38.134万元、环境应急监测费29万

元、评估报告编制费20万元)；2、判令被告正鹏公司、李德、舒正峰、

黄永、夏吉萍、陈世水、马祖兴、共同对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沙阎路

附近山坳地块承担生态环境修复义务;如不履行修复义务，则判令上列

各被告共同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80.33955万元(包括直接工程费

212.85万元、间接费用37.46155万元、基本预备费17.028万元、环境应

急监测费13万元)；3、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用4万元；

4、判令各被告公开赔礼道歉；5、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 

事实和理由：1、本案各被告之间的关联。被告正鹏公司由被告李

德于2017年6月22日在原九江市工商局注册成立。正鹏公司实际负责人

为被告李德。被告李德、舒正峰、黄永等人均以被告正鹏公司名义从塘

栖公司、被告连新公司处获得污泥，其中连新公司污泥转运业务由张永

良负责。案外人丰城市志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称“志合公司”，因

已注销故未列为被告)系被告正鹏公司从事非法转运及处置活动的合作

者之一，经查该公司既无厂址、也无办公地点，现已注销。被告夏吉萍

系志合公司实际负责人，其以志合公司名义与李德、黄永等人合作对外

从事污泥处置业务并从中获得利润。在从事污泥非法转运活动中，各被

告之间具体分工为:被告黄永或夏吉萍从塘栖公司及被告张永良处取得

污泥，由被告李德安排运输，待运至相应地点后，再由被告舒正峰、陈

世水、马祖兴等人进行非法处置。 

2、本案的由来。2017年8月17日，被告李德、舒正峰和黄永以正鹏

公司和九江市新墙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墙公司”)名义与塘

栖公司签订《污泥(-般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合同》。合同约定，塘栖公



司提供污泥给新墙公司进行资源综合利用，由正鹏公司负责运输。2017

年9月1日，被告李德继续以被告正鹏公司和永修县恒丰建材厂(以下简

称“恒丰建材厂”)的名义与塘栖公司签订《污泥(-般固废)资源综合利

用合同》,合同内容与上述合同基本一致。被告张永良以被告连新公司

名义从事污泥(-般固废)转运业务。2017年9月12日，被告张永良以被告

连新公司名义与被告正鹏公司签订《一般固废污泥处理协议书》。协议

约定，正鹏公司接受连新公司污水处理过程中接受的污泥，处理费用为

110元/吨，正鹏公司负责将污泥运至正鹏公司污泥处理项目接受系统，

运费由正鹏公司承担。2017年9月15日，被告正鹏公司与志合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约定正鹏公司与志合公司合作经营污泥、煤矸石再生燃料合

作。2017年8月至2018年初，被告李德、黄永、舒正峰、陈世水、马祖

兴等人，将从塘栖公司以及被告张永良从连新公司转运的污泥运至九江

事发地直接倾倒。接群众举报，九江市生态环境局于2017年10月30日对

上述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经调查发现，因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九江市生

态环境局于2018年2月5日将案件移送九江市公安局。2019年7月23日，

该案由浔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赣0403刑初31号刑事判决书。被告舒

正峰、黄永、陈世水、张永良、马祖兴、沈孝军等均因污染环境罪被判

处相应的有期徒刑。被告李德、夏吉萍另案处理，目前也已经被依法提

起公诉。 

3、各被告非法跨省转移、倾倒污泥的案件事实及损害后果。

（1）.2017年8月，被告李德、黄永以被告正鹏公司、新墙公司名义从

塘栖热电码头陆续装载6船污泥共4800吨左右，被告李德联系船只将污

泥运至九江市庐山市东毅码头，被告舒正峰、李德联系庐山市后八轮汽

车将3船半污泥约2800吨污泥运到庐山市东林大佛附近东林镇吴家咀进

行倾倒，半船约400吨倾倒在东林镇虎口冲村。另外2船约1600吨于2017



年9月由被告李德运至九江市长江二桥顺鑫码头，后被告舒正峰以每吨

45元的价格将上述两船污泥交给被告陈世水处理，被告陈世水将污泥随

意倾倒在九江市长江二桥附近沙闫路伍丰村郑家湾。（2）.2017年10

月，被告黄永从被告张永良处取得四船污泥约3200吨，后李德转运4船

污泥至九江顺鑫码头。被告舒正峰付给陈世水2万元现金后，将4船污泥

交给陈世水处理。被告陈世水将一船半约1200吨污泥倾倒在九江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剩余2船半因遭举报，被李德调往其

他地方处理。（3）.2017年11月，被告李德将从被告张永良处获取的5

船污泥约4000吨运到被告马祖兴联系的南昌七里港码头，被告马祖兴联

系货车主刘明明等人直接将3船污泥约2400吨倾倒在永修县九颂山河珑

园正南的一处山庄，并帮助被告李德支付相关污泥费用；后被告李德将

剩余2船污泥从七里港码头运至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正南的一处山庄后

直接倾倒。（4）.2018年1月，被告黄永和被告舒正峰二人合作从事污

泥转运业务。被告黄永联系被告张永良以每吨108元的价格转运污泥，

后被告黄永从张永良处获得二船污泥约1600吨，运至九江交给被告舒正

峰处理，被告舒正峰付给被告陈世水2万元，将该两船污泥交给陈世水

处理，陈世水将两船污泥直接倾倒在九江市开发区沙闫路伍丰村郑家

湾。（5）.2018年1月，被告李德将从长江江面多家公司接手的6船约

4800吨污泥交由被告黄永处理，后被告黄永和被告舒正峰将其中4船约

3200吨污泥调往赛城湖码头交由被告陈世水处理，后陈世水将这4船污

泥倾倒在沙阎路周边山坳处。 

经委托相关机构检测，庐山市华林镇虎口冲村及温泉镇隘口村堆放

的污泥含有重金属锌和在铜、砷等;九江市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洼地处

所倾倒的固体废物中含有重金属铜和锌。公安机关在华洪码头提取的污

泥中，砷、铜、铅、锌、镉、镍、铬等含量均超标。同时，江西省环境



保护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出具的《江西正鹏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倾倒污泥事件环境损害评估报告》明确:上述五地块

所有检测点位锌、络元素含量超出背景值(基线)20%以上，满足“评估

区域空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等环境介质中特征污染物液

皮超过基线20以上,可判定正鹏公司非法倾倒污泥案事件造成了成了土

壤、水环境、空气的损害”。 

以上各被告分工合作方式、随意违法倾倒有毒物质，给九江市生态

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给社会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故依法

应当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另外，被告张永良从被告连新公司处获得

固体度物后，在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情况下将其非法转运给李德等人并

从中牟利。被告连新公司在明知被告张永良从事非法转运活动，仍然为

其提供空白、加盖公章的《般固废污泥处理协议书》，对张永良行为持

放任态度，且对合同相对方即污泥处理企业未尽基本的注意义务，故被

告张永良、连新公司应当与李德等人对生态损害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4、各被告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及责任形式 

本案各被告共非法倾倒污泥14800吨。其中:东林大佛附近东林镇吴

家咀(1号地块)倾倒污泥约2800吨，东林镇虎口冲村(2号地块)倾倒污泥

约400吨，市区沙阎路附近山坳处(3号地块)倾倒污泥约3200吨，市区沙

阎路伍丰村郑家湾(4号地块)倾倒污泥约4400吨，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

正南的一处山庄(5号地块)倾倒污泥约4000吨。2018年12月，九江市生

态环境局委托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对

各被告非法倾倒污泥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程度及修复费用等进行了评估。 

根据该鉴定中心出具的《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倾倒污泥

事件环境损害评估报告》，以及《关于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非法

倾倒污泥环境损害场地修复费用修正说明》，本案被污染土地修复工程



总费用为1446.288万元。其中:项目工程直接费用为1048万元，间接费

用为204.448万元，基本预备费为83.84万元，环境应急检测70万元，评

估报告编制费40万元。另外，本案所涉及五个地块分别修复的直接工程

费用分别如下:东林大佛附近东林镇吴家咀为170.1万元，东林镇虎口冲

村为31.47万元，沙阎路附近山坳处为212.85万元，沙阎路伍丰村郑家

湾为288.9万元，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附近为344.68万元。经前期与塘

栖公司开展的磋商，东林大佛附近吴家咀地块(1号地块)、东林镇虎口

冲村地块(2号地块)全部损失费用，以及沙闫路伍丰村郑家湾地块(4号

地块)部分费用共计487.2387万元塘栖公司自愿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认为:除上述塘栖公司经磋商愿意承担的赔偿费用外，九江市

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地块(4号地块)大部分以及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周

边地块(5号地块)污泥来源于连新公司，且由被告李德、舒正峰、黄

永、夏吉萍、陈世水、马祖兴等人直接倾倒，故以上两地块修复费用共

计718.6098万元应由被告连新公司、张永良、李德、舒正峰、黄永、夏

吉萍、陈世水、马祖兴共同承担。九江市沙阎路附近山坳地块(3号地

块)污泥系李德从长江江面多家公司接手，并由被告黄永、舒正峰、陈

世水直接倾倒，该地块修复费用280.3396万，应由被告李德、舒正峰、

黄永、夏吉萍、陈世水、马祖兴、共同承担。另外，原告为提起本案诉

讼聘请律师所实际支出的代理费亦属于合理支出，应由各被告共同承

担。综上，原告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捍卫法律的尊严，特依法诉至法

院，恳请支持以上全部诉求。 

支持起诉机关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意见为：根据原告九江市人民

政府的申请，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依法进行了审查，决定支持起

诉。其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告起诉的事实一致。九江市人民检察院认

为，被告正鹏公司、连新公司、张永良、李德、舒正峰、黄永、夏吉



萍、陈世水、马祖兴、沈孝军非法转运、倾倒污泥造成生态环境污染，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原告九江市人

民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理由如下: 

一、本案属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范围，原告九江市人民政府提

起诉讼主体适格。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方案》规定，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

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

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该方案“适用

范围”中明确,“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按方案要求依法

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造成的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程度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明确具体情形。”《江

西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及《九江市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发生较大以上生态环境损害事件的，依法追

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对较大以上生态环境损害制定了分级标

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为较大生态

环境损害(III级)。”本案被告非法转运、倾倒污泥至我市多处地点，

经鉴定生态环境修复总费用为1446.288万元，为较大生态环境损害，属

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范围。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

国务院授权省级、市地级政府(包括直辖市所辖的区县级政府)作为本行

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省域内跨市地的生态环境损害，由

省级政府管辖;其他工作范围划分由省级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

定。省级、市地级政府可指定相关部门或机构负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

体工作。省级、市地级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均有权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

一条亦规定“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省级、市地级人民政

府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因此，九江市人民政府

作为原告提起本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体适格。 

二、被告非法转运、倾倒固体废物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污染，损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本案众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属于非法转运、倾倒固体废物行

为，该行为造成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后果。经委托鉴定，江西省环

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出具《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倾倒污泥事件

环境损害评估报告》(含《修正说明》)，明确:本案非法倾倒污泥2、

3、4、5号地块检测点位锌、铬元素含量超出背景值(基线)20%以上，满

足“评估区域空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等环境介质中特征

污染物浓度超过基线20%以上”，可判定正鹏公司非法倾倒污泥案事件

造成了土壤、水环境、空气的损害，同时明确修复工程总费用为

1446.288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

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

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提供的众多证

据足以证明:1.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2.被告的行为造

成了生态环境损害后果及所需修复费用具体数额;3.被告污染环境的行

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原告已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六条的规定承担了

相应举证责任。被告依法应当对其非法转运、倾倒固体废物行为造成的

生态环境污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原告诉讼请求有充足的事实基础，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

持。 

原告有五项具体诉讼请求，原告根据污泥来源及众被告在非法转

运、倾倒污泥过程中的分工，将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按倾倒地块子以区

分，形成1.2两项诉讼请求，具有充足的事实基础，科学合理，充分体

现了“淮污染，淮治理”的原则。原告提出的3.4.5三项诉讼请求，均

有相应法律依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的相关规定，对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修复生态环境、停止侵

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

原告提出的上述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支持。 

综上，本案原告九江市人民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符合

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清楚，有充足的证据支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特支持原告

九江市人民政府对正鹏公司等被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请依法

裁判。 

被告正鹏公司及李德答辩称，对于原告起诉的事实无异议，但2018

年1月黄永与舒正峰合作从张永良处获得的污泥约1600吨与其无关，因

为此时其没有和他们两人合作。 

被告连新公司答辩称，首先，连新公司无论在本案中承担何种责

任，连新公司对案涉污泥的非法倾倒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表示深深

的遗憾，连新公司已深深意识到非法倾倒污泥损害生态环境的严重后

果，亦不回避自身在该起案件当中存在的重大过失，同时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补偿污染环境的损失，连新公司已自愿支付100万元生态修复金

至法院账户。其次，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张永良不仅从连新公司获

得污泥，同时还从捷丰公司等处获得污泥，而张永良非法处理的案涉污

泥来源于何处并不清楚，故原告将案涉关于张永良的污泥认定来源于连

新公司，没有事实依据。最后，认定连新公司具有非法倾倒污泥的故意

证据不足，其仅具有监管过失责任。 

被告张永良答辩称，对于原告起诉倾倒污泥的事实无异议，但其认

为其在公安机关缴纳了60万元，扣除10万元非法所得，其他50万元应计

算为本案生态修复基金。 

被告黄永、舒正峰答辩称，对于原告起诉倾倒污泥的事实无异议，

对九江市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表示十分抱歉，愿意接受处罚。 

被告夏吉萍答辩称，1、夏吉萍是志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需电

厂的一般固体废料作为制砖原材料，2017年7月份开始从塘栖公司购进

一般固体废料，期间为解决运输问题，在2017年9月14日于正鹏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期间，正鹏公司还承运了其他厂家购买的一般固体废料，

并出现了随意倾倒的行为，夏吉萍对此不知情。2、夏吉萍因涉嫌污染

环境罪尚在刑事侦查阶段，本着刑事优先的原则，因于夏吉萍刑事案件

处理后再对本案进行审理为宜。 

被告陈世水答辩称，1、原告诉请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范围不

适当。依据侵权法的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不论污染者有无过

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现有的被告仅包含了承担刑事责任

的污染行为实施者，并未包括造成环境污染损害后果的所有参与者，如

果原告免于追究其他参与者，那么陈世水的责任也应予以免除。2、原

告要求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方式不当，根据本案刑事案件中非法获利

的数额来看，被告陈世水非法获利只是提供劳务的劳务费，且属于收益



最少，根据公平原则，即便其应当对自身违法行为承担责任，也应以其

非法所得情况划分责任比例，而并非不分主次的与其他被告承担同等的

连带责任。3、原告诉请被告承担责任的范围有误，陈世水并未参与5号

地块污泥的倾倒，该地块的修复费用不应由其承担。 

被告马祖兴答辩称，认定其参与2017年11月份中旬在南昌七里港码

头卸污泥并倾倒于九颂山河珑园一处山庄的行为中，系受雇于被告李

德，只是帮助李德联系了船运码头和运输车司机，污泥倾倒地点系李德

直接联系和决定的，其并未实施直接倾倒污泥行为，不应承担污染地的

环境修复责任，该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应由被告李德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1.原告九江市人民政府统一信用代码证以及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2.各被告企业登记信息及个人身份信息。证明目的：原、被告

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1.九江市人民政府相关批复；2.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院出具的《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倾倒污泥事件环境损害

评估报告》；3.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无法进行磋商的情况说

明》。证明目的：1.应九江市人民政府委托，由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向涉

案相关被告开展磋商但由于未达成一致意见而终止磋商;2.本案系一起

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符合起诉的法定条件。 

第三组证据：1.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2019)赣0403刑初31号《刑

事判书》;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4刑终381号《刑事判决

书》。2.被告李德、舒正峰、黄永、夏吉萍、张永良、马祖兴、陈世水

的讯问笔录；3.证人陈某1(连新公司负责人)、陈某2(李德女朋友)、王

某、黄某、刘明明的询问笔录；4.正鹏公司与连新公司签订的《一般固

废污泥处理协议书》。证明目的：1.被告李德系被告正鹏公司实际负责



人，其与舒正峰、黄永、陈世水、马祖兴等人一起，分工合作以正鹏公

司名义从事污泥非法处置业务;2.被告连新公司系污泥来源企业之一，

且明知被告张永良从事非法转运活动，仍然为其提供空白、加盖公章的

《一般固废污泥处理协议书》，对本次环境污染损害结果具有过错，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3.被告张永良以连新公司名义非法跨省转运污泥，并

将污泥以明显低价转让给没有处置资质的单位;4.志合公司为正鹏公司

从事污泥非法处置活动的合作的公司之一,夏吉萍系其实际负责人，也

是非法污泥倾倒案的主要参加者之一;5.各被告非法污泥转运、处理的

具体经过和转移、倾倒污泥的具体地点及数量。 

第四组证据：1.2018年11月2日,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向江西省环境科

学院发出的《委托鉴定函》；2.2018年12月，江西省环境科学院出具的

《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倾倒污泥事件环境损害评估报

告》;3.2019年8月8日，环境科学院出具的《关于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非法倾倒污泥环境损害场地修复费用修正说明》;4.2019年8月8

日，上海纺织节能环保中心出具的《九江正鹏公司污染案场地环境应急

监测项目分地块费用明细》。证明目的：1.九江市环境生态局就案涉生

态损害后果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根据鉴定结果，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工程总费用为1446.288万元，其中包括:项目工程直

接费用为1048万元，间接费用为204.448万元，基本预备费为83.84万

元，环境应急检测70万元，评估报告编制费40万元；3.九江市开发区沙

闫路伍丰村郑家湾地块大部分及九江市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周边地块生

态环境修复费用总计:718.6098万元(包括直接工程费537.58万元、间接

费用93.8958万元、基本预备费38.134万元、环境应急监测费29万元，

评估报告编制费20万元);4.九江市沙阎路附近一山坳地块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总计280.33955万元(包括直接工程费212.85万元、间接费用



37.46155万元、基本预备费17.028万元、环境应急监测费13万元)。 

第五组证据：1.2019年9月5日，九江市生态环境局与塘栖公司签订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九环磋字(2019)第1号)；2.提请人

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的申请书。证明目的：1.根据原告与塘栖公司磋商

结果，东林大佛附近东林镇吴家咀地块、东林镇虎口冲村地块全部及沙

阎路伍丰村郑家湾地块部分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487.2387万元已由塘

栖公司承担，上述费用已在本案起诉时扣减;2.相关磋商协议已提请人

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 

第六组证据：九江市生态环境局与江西惟民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

托代理协议》及发票。证明目的：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已委托江西惟民律

师事务所代理本次诉讼，并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用6万元。 

经法庭调查，被告正鹏公司、李德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黄永、舒正峰质证意见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

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亦无异议。 

被告张永良质证意见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

异议，但其认为其是以连新公司名义从事的行为，并非以其个人名义。 

被告连新公司质证意见为：对第一、二、四、五、六组证据的真实

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第六组证据只有委托代理协议及发票

并不能证明已实际支付该笔费用。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

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污泥来源于连新公司，也无法证明

连新公司明知张永良实施非法倾倒的行为。 

被告夏吉萍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于被告

夏吉萍的主体是否适格有异议，因为夏吉萍涉嫌刑事犯罪还是刑事侦查

中，应由刑事案件终结后再决定是否对夏吉萍提起民事诉讼。对第三组

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所有笔录中均未提到夏



吉萍参与了倾倒污泥的行为且夏吉萍对此行为是知情的。对其他证据的

三性均无异议。 

被告陈世水质证意见为：对第一、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

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陈世水仅仅作为李德的雇员参与了倾倒行为，

其不应赔偿承担责任。对其他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被告马祖兴质证意见为：对第三组证据的关联性存有异议，其仅仅

是为李德帮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其他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双方均无异议证据本院

予以确认，对于第一组证据，因各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其能够

证明各被告的真实身份情况，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第三组证据，被告

连新公司、夏吉萍、陈世水、马祖兴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原告的

证明目的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该组证据

证明的事实有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刑事判决查明

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原告要达到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

予以综合认定。 

被告连新公司向法庭一份汇款凭证，证明其向本院生态修复金账户

汇入100万元生态修复基金。 

原告九江市人民政府及支持起诉机关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对该份证据

均无异议。 

被告夏吉萍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被告夏吉萍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夏吉萍的诉讼主体资格；2、

九公（治）诉字《2019》0147起诉意见书，拘留书，证明被告夏吉萍涉

嫌污染环境罪一案刑事诉讼程序尚未终结。3、塘栖公司与志合公司营

业执照及《污泥（一般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合同》，证明夏吉萍以志合

公司名义与塘栖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甲方（塘栖公司）提供的污



泥必须是经过当地环保部门允许处置的一般工业固废，不允许掺入任何

危险固废，如有掺入均由甲方负责”。 

原告对以上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4、

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该两份合同，合同的

约定和合同的实际履行是有差别的，原告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夏吉萍

是环境损害的共同参与人之一，应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被告夏吉萍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对被告夏吉萍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

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夏吉萍与塘栖公司及正鹏

公司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并不能排除其未参与案涉污泥的倾倒，故本院

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李德于2017年6月22日在九江市工商局登记

注册成立正鹏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某2。2017年9月4日，该公司法定

代表人变更为舒正峰，同年10月26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马祖兴，2018

年1月25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更名为姚敏，该公司实际负责人为李德。

2017年8月17日，被告李德、舒正峰和黄永以被告正鹏公司和新墙公司

名义与塘栖公司签订《污泥(一般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合同》。合同约

定，塘栖公司提供污泥给新墙公司进行资源综合利用，由正鹏公司负责

运输，对污泥（一般固废）进行资源综合利用单价为140元/吨。2017年

9月1日,被告李德继续以被告正鹏公司和永修县恒丰建材厂（经查该厂

并不存在）的名义与塘栖公司签订《污泥(一般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合

同》、合同内容与上述合同基本一致，单价为145元/吨。2017年9—12

月，被告张永良分别与浙江百利达太阳能公司、浙江光隆能源公司、浙

江晶浩能新能源公司签订《一般固废处置协议》，接受上述公司的污泥

到连新公司的污泥处理项目接受系统，接受价格为350元/吨、217元/



吨、290元/吨不等。2017年9月12日，被告张永良以被告连新公司及捷

丰公司（已于2018年被收购而停产）名义与被告正鹏公司签订《一般固

废污泥处理协议书》，合同约定，正鹏公司接受连新公司污水处理过程

中接手的污泥，处理费用为110元/吨，正鹏公司负责将污泥运到正鹏公

司污泥处理项目接受系统，运输费由正鹏公司承担，合同期限自2017年

9月12日至2018年9月11日，张永良和李德在合同上签字盖章。2017年9

月15日，被告正鹏公司与志合公司（已注销，经查并无公司厂址和办公

地点，实际负责人为夏吉萍）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正鹏公司与志合公司

合作经营污泥、煤矸石再生燃料合作，并约定了利润分成，合作期限为

2017年9月15日至2020年9月14日。2017年8月至2018年初，被告李德、

黄永、舒正峰、陈世水，马祖兴等人，将从塘栖公司以及被告张永良以

连新公司名义转运的污泥运至九江事发地直接倾倒。具体案件事实为： 

1.2017年8月，被告李德、黄永以被告正鹏公司名义从塘栖热电码

头陆续装载6船污泥共4800吨左右，被告李德联系船只将污泥运至九江

市庐山市东毅码头，被告舒正峰和李德联系庐山市后八轮汽车将3船半

污泥约2800吨运到庐山市东林大佛附近东林镇吴家咀进行倾倒，半船约

400吨倾倒在东林镇虎口冲村。另外2船约1600吨于2017年9月由被告李

德运至九江市长江二桥顺鑫码头，后被告舒正峰以每吨45元的价格将上

述两船污泥交给被告陈世水处理，被告陈世水将污泥随意倾倒在九江市

长江二桥附近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2.2017年10月，被告黄永从被告张

永良处取得4船污泥约3200吨，后李德转运4船污泥至九江顺鑫码头。被

告舒正峰付给陈世水2万元现金后，将4船污泥交给陈世水处理。被告陈

世水将一船半约1200吨污泥倾倒在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沙阎路伍丰村

郑家湾，剩余2船半因遭举报，被李德调往其他地方处理。3.2017年11

月，被告李德将从被告张永良处获取的5船污泥约4000吨运到被告马祖



兴联系的南昌七里港码头，被告马祖兴联系货车主刘明明等人直接将3

船污泥约2400吨倾倒在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正南的一处山庄，并帮助被

告李德支付相关污泥费用;后被告李德将剩余2船污泥从七里港码头运至

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正南的一处山庄后直接倾倒。4.2018年1月，被告

黄永和被告舒正峰二人合作从事污泥转运业务。被告黄永联系被告张永

良以每吨108元的价格转运污泥，后被告黄永从张永良处获得2船污泥约

1600吨，运至九江交给被告舒正峰处理，被告舒正峰付给被告陈世水2

万元，将该两船污泥交给陈世水处理，陈世水将两船污泥直接倾倒在九

江市开发区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5.2018年1月，被告李德将从长江江

面多家公司接手的6船约4800吨污泥交由被告黄永处理，后被告黄永、

舒正峰将其中4船约3200吨污泥调往赛城湖码头交由被告陈世水处理,后

陈世水将这4船污泥倾倒在沙阎路周边山坳处。在上述九江市区沙阎路

伍丰村郑家湾地块和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周边地块的污泥非法倾倒中，

志合公司与正鹏公司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其中，且志合公司实际负责人夏

吉萍取得了利润分成。 

本案各被告共非法倾倒污泥14800吨。其中:东林大佛附近东林镇吴

家咀(1号地块)倾倒污泥约2800吨，东林镇虎口冲村(2号地块)倾倒污泥

约400吨，九江市区沙阎路附近山坳处(3号地块)倾倒污泥约3200吨，九

江市区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4号地块)倾倒污泥约4400吨，永修县九颂

山河珑园正南的一处山庄(5号地块)倾倒污泥约4000吨。上述倾倒污

泥，九江市环境保护局委托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案涉污泥环境

报害情况及环境修复费用进行鉴定评估，认定非法倾倒污泥造成了土

壤、水环境、空气的损害，同时明确本案被污染土地修复工程总费用为

1446.288万元。其中:项目工程直接费用为1048万元，间接费用为

204.448万元，基本预备费为83.84万元，环境应急检测70万元，评估报



告编制费40万元。另外，本案所涉及五个地块分别修复的直接工程费用

分别如下:东林大佛附近东林镇吴家咀为170.1万元，东林镇虎口冲村为

31.47万元，沙阎路附近山坳处为212.85万元，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为

288.9万元，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附近为344.68万元。 

另查明，经前期原告与塘栖公司开展磋商，2019年9月5日，双方达

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协议约定塘栖公司赔偿487.2387万

元，其中包括东林大佛附近吴家咀地块(1号地块)和东林镇虎口冲村地

块(2号地块)全部鉴定损失费用，以及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地块(4号地

块)部分费用（其中4号地直接工程费120.9万元，间接费用27.5544万

元，基本预备费12.5524万元，），其他鉴定报告中的应急检测费41万

元，50%评估报告编制费20万元，磋商阶段律师代理费2万元，塘栖公司

已按协议全部履行。原告与塘栖公司向本院申请司法确认，本院已依法

裁定对该磋商协议作出确认。 

除塘栖公司经磋商愿意承担的赔偿费用外，九江市沙阎路附近山坳

地块(3号地块)生态修复费280.3396万元（具体费用为：直接工程费

211.85万元、间接费用37.4616万元、基本预备费17.028万元、环境应

急检测费13万元）、九江市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地块(4号地块)部分生

态修复费201.8515万元（具体费用为：直接工程费168万元、间接费用

23.292万元、基本预备费10.5595万元）以及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周边

地块(5号地块)生态修复费488.91808万元（具体费用为：直接工程费

344.68万元、间接费用60.6637万元、基本预备费27.5744万元、环境应

急检测费16万元）未能达成磋商协议。 

另，鉴定报告中评估报告编制费20万元、风险评估方案费10万元亦

未得到赔偿。2019年3月5日，九江市生态环境局与江西惟民律师事务所

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并由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向江西惟民律师律师



事务所支付律师费6万元。 

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被告连新公司已自愿向法庭缴纳100万元生态

修复金，被告舒正峰已自愿向法庭缴纳10万元生态修复金。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起诉与答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各被告是

否应承担破坏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具体的责任形式和责任大

小？ 

被告正鹏公司、连新公司、张永良、李德、舒正峰、黄永、夏吉

萍、陈世水、马祖兴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非法转运、倾倒污泥造成生态环

境污染，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

任。本案中，因被告倾倒的每一地块污泥已混同，同一地块的污泥无法

分开进行修复，依据共同环境侵权的责任原则，应由相关被告承担同一

地块的共同修复责任。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东林大佛附近东林镇吴家

咀(1号地块)倾倒污泥、东林镇虎口冲村(2号地块)倾倒污泥及市区沙阎

路伍丰村郑家湾(4号地块)部分倾倒污泥已由原告与案外人塘栖公司自

行磋商达成协议并请求司法确认，塘栖公司已按协议全部履行到位，且

原告九江市人民政府未对塘栖公司提起诉讼，故本案无需对塘栖公司的

环境侵权进行审理。除上述塘栖公司经磋商愿意承担的赔偿费用外，九

江市区沙阎路附近山坳地块(3号地块)污泥系被告李德从长江江面多家

公司接手，并由被告黄永、舒正峰、陈世水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倾倒，

该地块修复费用280.3396万，应由上述各被告共同承担修复责任。九江

市区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地块(4号地块)部分污泥来源于连新公司（系

张永良以连新公司名义获得），并由李德、黄永、舒正峰、陈世水分工

合作的方式进行倾倒，该地块剩余修复费用201.8515万元，应由上述各

被告共同承担修复责任。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周边地块(5号地块)污泥

来源于张永良，并由被告李德、马祖兴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倾倒，该地



块修复费用448.9181万元，应由上述各被告共同承担修复责任。被告李

德作为被告正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正鹏公司无处理污泥资质及能力

的情况下，以正鹏公司的名义参与污泥的非法倾倒，被告李德与被告正

鹏公司应一同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上述4号、5号地块的污泥非法

倾倒中，被告夏吉萍以志合公司的名义与被告正鹏公司合作处理污泥的

方式参与其中，并取得相关利润分成，故被告夏吉萍应共同承担上述地

块的生态修复责任。另，关于环境损害鉴定报告中评估报告编制费20万

元，风险评估方案10万元以及律师代理费4万元，均属本案诉讼的合理

支出费用，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上述费用予以支持。根据审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

赔礼道歉，原告九江市人民政府要求被告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

道歉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连新公司辩解来源于张永良的污泥并不等同于来源于连新

公司，连新公司不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依据审理

查明的事实，被告张永良以连新公司名义处理案涉污泥过程中，被告连

新公司将其公章，空白合同交由张永良处理，且在张永良以连新公司名

义处理九江市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地块(4号地块)部分污泥倾倒中，有

张永良、证人黄某证言可以证实该污泥来源于连新公司，故该地块应由

被告连新公司承担共同修复责任。至于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周边地块(5

号地块)污泥是否来源于被告连新公司，原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

明，依据民事举证规则，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不

能确认该地块污泥来源于连新公司，连新公司无需承担该地块的生态修

复责任。本案中，被告连新公司在处理污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将本公

司的公章、空白合同交由被告张永良处理污泥，对张永良处理污泥的过

程亦未按照法律规定的流程进行追踪，连新公司存在明显的监管过失，



依据环境共同侵权的无过错民事归责原则，其应对来源于连新公司的污

泥非法倾倒承担共同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关于被告夏吉萍辩解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明知被告正鹏公司

非法倾倒污泥的行为，故其不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的辩解意

见。本院认为，依据正鹏公司与志合公司（实际负责人为夏吉萍）的合

作协议、银行流水记录及被告李德、夏吉萍、张永良的供述、证人王某

的证言、志和公司转运联单等证据，足以证明志合公司与正鹏公司于

2017年9月14日合作后，双方共同参与倾倒污泥的行为，故对夏吉萍的

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夏吉萍涉嫌环境污染刑事犯罪的案件审

理应优先于该案审理的辩解意见，因刑事案件审理并非一律优先于民事

案件的审理，本案民事案件的认定有相关证据予以支撑，先行审理该案

并无不妥。 

关于被告陈世水辩解其系李德雇员且在非法倾倒行为中非法所得较

少及作用较小，应由雇主李德承担赔偿责任或由其承担较小赔偿责任的

辩解意见，本院认为，被告陈世水辩解其系李德雇员无相关证据予以支

持，依据已查明的事实，陈世水与其他被告系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非法倾

倒污泥，在共同环境侵权中，应承担共同的环境修复责任，并非以非法

所得或作用大小来计算修复责任，故被告陈世水的该辩解意见无事实及

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陈世水辩解其未参与永修县九颂山

河珑园周边地块(5号地块)污泥倾倒，不应承担该地块生态修复责任的

辩解意见，依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陈世水确未参与该地块的污泥倾

倒，故陈世水不承担该地块的生态修复责任有事实依据，本院对该辩解

意见予以采纳。 

关于马祖兴辩解其系为李德帮忙，不应由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责任的辩解意见，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在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周边地



块(5号地块)污泥的非法倾倒过程中，马祖兴联系码头收发污泥及联系

货车司机和发放相关费用，马祖兴对该地块污泥的非法倾倒存在共同过

错，马祖兴应对该地块承担共同修复责任，故对马祖兴该辩解意见，本

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二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

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

下: 

一、被告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李德、黄永、舒正峰、陈世

水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沙阎路附近山坳地

块(3号地块)污泥共同承担生态修复义务，如未履行该修复义务，则上

述各被告应于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生态修复费用280.3396万

元。（被告舒正峰已自愿缴纳10万元生态修复金至法院账户）； 

二、被告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张

永良、李德、黄永、舒正峰、夏吉萍、陈世水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

对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地块(4号地块)污泥共同

承担生态修复义务，如未履行该修复义务，则上述各被告应于期限届满

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生态修复费用201.8515万元（被告杭州连新建材

有限公司已自愿缴纳100万元生态修复金至法院账户）； 

三、被告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永良、李德、夏吉萍、马

祖兴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九江市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周边地块(5号



地块)污泥共同承担生态修复义务，如未履行该修复义务，则上述各被

告应于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生态修复费用448.9181万元； 

四、各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环评报告编制费20万

元，风险评估方案10万元及律师代理费4万元； 

五、各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

赔礼道歉； 

六、驳回原告九江市人民政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8197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各被告共同承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鄢清员 

审 判 员 ：沈双武 

审 判 员 ：施龙西 

人民陪审员 ：钱振华 

人民陪审员 ： 沈 爱 

人民陪审员 ： 周 卉 

人民陪审员 ： 徐 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戴坤利 

书 记 员 ： 王 晖 



 

注：本案一审判决已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