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民终8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住

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祁家豁子2号（南院）10号楼（友诚大厦）

406室。 

法定代表人：张伯驹，总干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上海金钻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

限：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艺妮，女，汉族，1994年10月28日出

生，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桂山街道办事处平山路25号。 

法定代表人：杨正广，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双俊，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

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婷，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

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115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冯峻林,执行董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双俊，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

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梦婷，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

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

友）与上诉人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平

公司）、被上诉人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昆明设计院）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因不服云南省昆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

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自然

之友的法定代表人张伯驹、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何艺妮，上诉人

新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双俊、张梦婷，被上诉人昆明设计院

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双俊、张梦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 

自然之友上诉请求：1.改判新平公司与昆明设计院共同消除云

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对绿孔雀、陈氏苏铁

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以及热带季雨林和热带雨林侵害的危险，永

久停止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2.改判新平公司及昆明设计院

共同支付自然之友因本案产生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合理费用，包

括差旅费、调查费、专家咨询费、律师费等一审期间的合理费用

290193元，以及二审期间的合理费用88092元。 

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审判决对案涉项目存在生态上重大风险

的事实认定不全面。原审判决虽认定案涉项目对绿孔雀栖息地、陈



氏苏铁生长有重大风险，却未认定对淹没区系由绿孔雀和陈氏苏铁

等珍稀物种，及与其赖以生存的大面积原始季雨林、热带雨林片段

共同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也造成重大风险。（一）自然之友一审期

间所举证的《红河上游戛洒江、石羊江、绿汁江植被调研报告》

《云南绿汁江下游河谷季雨林群落学研究》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项

目对淹没区整个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存在重大风险。

1.通过对绿汁江、石羊江河谷物种和植被进行调查发现，电站淹没

区域除了是绿孔雀栖息地并分布有大片苏铁外，还生活和生长着多

种国家保护动植物。如红椿、千果橄榄等丰富的兰科植物都属于国

家一级或二级保护植物。同时，淹没区也是黑颈长尾雉、绿喉蜂虎

等诸多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2.淹没区完好保存着大面

积连片热带季雨林，在全国非常罕见，生态保护价值极高，有着很

高的科研价值，是一个巨大的野生生物物种资源库和基因库，对研

究中国西南植物区系的起源、演化有着重要的意义。3.淹没区生态

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而独特，保存有原生热带季雨林生态系统和热

带雨林片段，承载、养育着多种珍稀濒危动植物，是多个保护物种

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生境要素，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生态价值。

（二）案涉项目淹没区大部分被划入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的事实进一

步说明该项目对生态系统整体具有生态上的重大风险。根据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生态保护红线若干意见》）中“生态保护红线是

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



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规定可知，

案涉项目对生态系统整体具有生态上的重大风险。 

二、原审判决已经明确认定“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

被划入红河（元江）干热河谷及山原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却没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生态保护红

线若干意见》中关于生态红线区域实行严格保护、禁止开发的规

定，依法判令禁止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开发建设，系适用法律不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九条及《生态保护红线

若干意见》中“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

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

途”的规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应实行严格保护，具有代表性的各

类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应当采取

措施加以保护，严禁破坏。戛洒江一级水电站违反上述法律和政策

关于生态红线的禁止性规定，但原审判决并未依法判令其永久停

建，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戛洒江一级水电

站不符合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的法定情形。（一）戛洒江一级水电

站淹没区涉及绿孔雀栖息地、苏铁属植物生境、大面积雨林片段的

事实，是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就已经存在的事实，并

不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二）根据原环保部制定的《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未完成建设的

项目不符合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的情形。（三）原环保部于2017



年7月责成新平公司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的情况已经发生重大改

变，案涉项目淹没区已经划入生态红线，属于禁止开发区域。新平

公司已经主动停止建设，因此戛洒江一级水电站不符合法定开展环

境影响后评价的情形。 

四、原审判决判定新平公司消除危险的方式不足以消除案涉项

目对涉案区域生态上的重大风险，应依法判决永久停建。（一）案

涉项目存在生态上重大风险的特点决定消除危险的方式应是永久停

建。1.案涉项目淹没区的绿孔雀栖息地是我国数量最多、面积最

大、最为完整的栖息地，具有不可替代性。自然之友提交的证据足

以表明，绿孔雀的栖息地很难迁移改变，而以栖息地保护为主的

“就地保护”是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最重要的方式。2.作为珍稀濒危

物种和极危物种的陈氏苏铁，不具有移栽的可能性，无法实行迁地

保护，唯有永久停建方能进行保护。3.案涉项目淹没区对整体的生

态系统具有重大风险。绿孔雀和陈氏苏铁等珍稀动植物需要保存完

整的原始季雨林才能生存繁衍，淹没区生态价值具有唯一性和不可

替代性。（二）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无法消除案涉项目对绿孔雀栖

息地的重大风险。环境影响后评价仅能对建设项目提出补救方案或

者改进措施，根据已有事实并非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即可消除对该

区域的重大影响。（三）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存在客观困难，缺乏

现实可行性。新平公司自2017年7月接到《关于责成开展云南省红

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函》（以下简

称《责成后评价函》），但至今尚未开展相关环境影响后评价工

作，原因是存在较大科研难度。（四）案涉项目的选址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

例》等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报

告》（以下简称《调整报告》）显示，为保证项目顺利建设，该报

告将位于淹没区的自然保护区进行调区，该事实说明案涉项目选址

违法。（五）在云南省水电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戛洒江一级水电站

已无建设的必要。 

五、昆明设计院虚假环评遗漏重大事实，直接实施侵权行为存

在过错，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昆明设计院编写的《云南省红河

（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环

境影响报告书》）违反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对陆生生物和陆生生

态部分的评价存在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的

情况，对主管部门的审查审批造成方向性误导，与新平公司共同导

致案涉区域珍稀濒危物种绿孔雀和陈氏苏铁及其生境处于重大风险

中，构成共同侵权，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一）原审判决及《元

江中上游绿孔雀种群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均认定

案涉项目淹没区构成绿孔雀生物学上的栖息地，且《调整报告》是

昆明设计院当时编制《环境影响报告》时的重要参考资料，根据该

《调整报告》可知所调整地段（包含绿孔雀等保护物种的栖息地）

将作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建设区域，该变化幅度破坏了物种栖息

地。作为一个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者，可以依据该《调整报告》得出

淹没该栖息地会对绿孔雀等保护物种造成中度影响的结论，但是

《环境影响报告书》却故意掩盖《调整报告》中认定的事实和科学

结论，并主观断定不会影响该物种在当地生存和繁殖，昆明设计院



以虚假结论通过欺骗的方式最终获得环评批准，具备“弄虚作假”

的法定要件。（二）《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关于苏铁的基础资料明

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遗漏。《环境影响报告书》描述陈氏苏铁发

现的株数，明显少于2017年苏铁专家现场调查株数，虽然《环境

影响报告书》是2014年5月编制，早于2015年陈氏苏铁被正式列

入世界苏铁名录的时间，但具有一般植物学知识的人均可辨认苏铁

属植物。（三）昆明设计院开展环评时违反了国家技术规范，存在

过错。《环境影响报告书》未显示对珍稀濒危物种绿孔雀、陈氏苏

铁这些特别保护对象做过专题调查，没有针对绿孔雀、陈氏苏铁等

珍稀濒危保护物种提出可靠的避让或生境替代方案。 

六、原审判决支持自然之友的合理费用与实际情况不符。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

定，一审中自然之友向法院提交的所有合理费用为140193元，原

审判决仅支持8万元，不利于其持续开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活动。

自然之友委托律师费用15万元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

事实不全，适用法律不当，应改判支持自然之友全部诉讼请求，依

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新平公司答辩并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

改判驳回自然之友的全部诉讼请求。2.两审案件受理费由自然之友

承担。 

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审判决新平公司立即停止戛洒江一级水

电站建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自然之友起诉前



新平公司已经停止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建设，不存在原审判决的

“立即停止电站建设”的事实前提。2017年7月下旬开始，新平公

司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工程分部位、分步骤停止施工作业，至

2017年8月本案在自然之友起诉前，新平公司已全部停止了戛洒江

一级水电站的建设。（二）本案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已依法履

行监管职责，向新平公司发出《责成后评价函》，责成新平公司就

案涉项目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后评价工作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

自然之友原审诉称的重大风险已得到有效控制。参照《环境公益诉

讼司法解释》第一条，原审判决既已认定本案为预防性公益诉讼，

那么对于尚不明确事实状态的重大风险程度、是否存在有效的预防

性措施以及戛洒江一级水电站能否继续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不能简

单地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认定，更多应在专业机构环境影响后评价

结论的基础上，由行政主管机关进行认定。 

二、原审判决未适用生态红线相关法律法规属适用法律不当。

原审判决认定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大部分范围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内，根据《生态保护红线若干意见》的规定，案涉项目不属于大

型基础设施项目及重大民生保障等例外情形，在案涉项目已被划入

生态保护红线无法继续进行建设情况下，自然之友原审诉称的潜在

威胁已不存在，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三、原审判决判令新平公司承担8万元费用属适用法律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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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条及《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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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只规定了污染环境适用无过错原则，对于经审批的合法建设项目是

否造成生态破坏、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并未明确。生态破坏类因不

同于环境污染，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的过错原则。戛洒江一级水电站遵照国

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了各项审批手续，新平公司不存在主观

过错，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不满足，依法不应承担责任。据了解，

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将由州级自然保护区调整为省级自然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的调整也将制约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继续建设。综上，请

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自然之友的诉讼请求。 

昆明设计院答辩称：一、昆明设计院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

体；二、昆明设计院客观全面开展各项评价工作，没有违法情形，

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虚假环评、遗漏重大事实的情

形，也无污染环境及破坏生态的事实，自然之友主张昆明设计院承

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三、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大部分范围已划入

生态保护红线，客观上无法建设，自然之友的诉请因政策原因得以

实现，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自然之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新平公司及昆明设计院

共同消除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对绿孔雀、苏铁等珍稀濒危野生动

物以及热带季雨林和热带雨林侵害危险，立即停止该水电站建设，

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等；2.新平

公司及昆明设计院共同支付自然之友因本案产生的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的合理费用；3.本案诉讼费用由新平公司及昆明设计院共同承

担。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建设单位为新平

公司，昆明设计院系该建设工程总承包方及受托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技术单位。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坝址位于云南省新平县境内，下

游距新平县水塘镇约6.5千米，电站采用堤坝式开发，坝型为混凝

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175.5米，水库正常蓄水位675米，淹没

区域涉及红河上游的戛洒江、石羊江及支流绿汁江、小江河。电站

总装机容量27万千瓦（3台9万千瓦），相应库容14.91亿立方米，

调节库容8.22亿立方米，具有年调节性能，对下游各梯级电站有显

著的调节作用。水库淹没影响和建设征地涉及新平县和双柏县8个

乡（镇）。2011年6月1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作出

《关于同意云南红河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开展前期工作的复函》，同

意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开展前期工作。2012年2月3日，云南省环境

保护厅（现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作出《关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三通

一平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同意按照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所述进行项目建设。2014年7月15日，国土资源部作出《关于戛

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原则同意通过用地预

审。2014年8月19日，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作出《关于云

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原则同意新平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

规模、地点和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戛洒江一级水电站项目还

取得了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及水利

部等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复。2017年7月21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向

新平公司发出《责成后评价函》，责成新平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开展



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评价工

作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2017年8月至今，新平公司主动停止对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按工程进度，戛洒江一级水电

站建设项目现已完成三通一平工程并修建了导流洞。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载明：（一）在水库建设过程中水库

建成初期，由于清理库盆、修筑道路、堤坝施工（噪声、粉尘、气

体和水污染等）和蓄水等活动，将影响或淹没陆栖脊椎动物原有的

栖息环境、取食地和巢穴等。电站建设对陆栖脊椎动物的主要不良

影响表现在缩小了动物的适宜生境。由于当地各种动物的种群数量

低下，压缩其生境，迫使动物从原生境后退将不会导致原动物区系

的明显变化，也不会导致动物多样性的明显降低。且陆栖脊椎动物

具有趋避的本能，只要项目区以外的环境不遭破坏，当地的动物会

选择适宜的生境继续生存和繁衍。因此电站施工和水库蓄水对陆栖

脊椎动物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是有限的，不会导致当地各种动物的大

量死亡，也不会导致当地物种多样性的显著降`低。戛洒江一级水

电站库尾地段邻近双柏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水库正常蓄水位

675米，保护区最低海拔680米，距坝址最近距离34千米以上，水

库蓄水不淹没保护区。水库蓄水将淹没野生动物的部分生境，但保

护区邻近水库淹没区部分环境人为干扰较为严重，故水库蓄水对保

护区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殖影响不大。（二）绿孔雀为典型热带、

亚热带林栖鸟类，系国家、省级重点保护鸟类。主要在河谷地带的

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及针阔混合林中活动，杂食类，为稀有种

类，属Ⅰ级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列为“濒



危”物种。野外调查未见动物活动，但有动物活动痕迹。访问调查

表明该物种有夏季到评价区周边农田中觅食习性。根据野外调查和

相关资料，其主要活动区域为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低海拔区域，数量

50-70只。电站施工可能迫使该物种放弃紧靠江边的觅食地点，但

江边地段人为干扰强烈，其活动几率小。因此，不会影响该物种在

当地生存和繁衍。同时，由于时间局限和野生动物特点，无论鸟类

还是其他隐蔽性更强的类群的动物均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实地观察

得出满意结论，所以评价时综合对文献资料和访问调查的结果进行

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三）自然之友的证人悉志农（大理白族自

治州野性大理自然教育与研究中心创始人、野生动物摄影师）出庭

作证，其于2017年3月15日在玉溪市新平县某地河滩拍摄到7、8

只绿孔雀，同行人员还拍摄到绿孔雀在河边饮水的视频及图片。

2018年2月28日在石羊江河谷，电站上游9公里处拍摄到2只绿孔

雀。2018年3月17日-25日，在石羊江支流小江河河谷拍摄到两群

绿孔雀近十余只在沙滩觅食、求偶和沙浴，其中有两只成年雄性绿

孔雀。证人王某（红河学院动物学专业副教授）出庭作证，其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参与了对红河上游石羊江的漂流考

察，在玉溪市新平县附近的石羊江干区沙滩上，观察到大量绿孔雀

的新鲜脚印。在新平县与双柏县交界的石羊江支流小江河中也观察

到绿孔雀脚印、羽毛、粪便等痕迹。2018年3月9日傍晚和10日清

晨直接观察到8只（次）绿孔雀在小江河沙滩上活动并拍摄到照片

和视频，还记录了绿孔雀的叫声。（四）《中国绿孔雀种群现状调

查》（滑荣等人撰写）认为，绿孔雀主要生活在沿河谷两岸的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和低密度的思茅松林。调查显示确定有绿孔雀分布的

地点仅有怒江流域龙陵、永德段局部、澜沧江流域景谷段局部以及

红河流域石羊江、绿汁江沿岸部分地区，该文还对绿孔雀种群数量

急剧下降等进行了分析。（五）就绿孔雀相关问题，一审法院发函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4月4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进行了

函复。此后，一审法院又向该局调取了其编制的《元江中上游绿孔

雀种群现状调查报告》，该报告载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成后，蓄

水水库将淹没海拔680米以下河谷地区，将对绿孔雀目前利用的沙

浴地、河滩求偶场等适宜栖息地产生较大影响。同时，由于戛洒江

一级水电站的建设，淹没区公路将改造重修，也会破坏绿孔雀等野

生动物适宜栖息地。对暂停建设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应评估停建

影响，保护和恢复绿孔雀栖息地措施等。 

三、（一）陈氏苏铁为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2015年被列入

《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2017版）》，为极危物种。据《云

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2017版）》所附红色名录生物物种图鉴

载明，2010年在楚雄双柏县爱尼山乡清水河看到一农家栽培的苏

铁与已知苏铁种类都不同，询问得知是从附近山上挖来的，随即去

山上寻找，仅在新开垦的核桃地里发现几株遭到破坏的个体，因缺

乏大小孢子叶而无法鉴定。2012年在红河县相继发现了类似的苏

铁。2013年和2014年，在红河县和双柏县找到了有大小孢子叶球

的植株，确定为尚未发表的苏铁并采集了分子材料，研究了该苏铁

与已知种类的分子系统关系。2015年陈氏苏铁发表于《植物分类

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ｖ



ｏｌｕｔｉｏｎ）上。迄今已发现8个陈氏苏铁分布点，但个体数

量都非常少，全部个体数量少于500株，且破坏严重。（二）自然

之友提交了其在绿汁江、石羊江河谷等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没区拍

摄到的陈氏苏铁照片。证人刘某（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出庭作

证，陈氏苏铁仅在我国红河流域分布。国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

ＵＣＮ）的评价标准，陈氏苏铁应为濒危（ＥＮ）。经野外实地调

查结果显示陈氏苏铁呈点状或斑状分布于绿汁江两侧，在新平县

侧，陈氏苏铁集中分布在Ｎ24.29312，Ｅ101.6064到Ｎ

24.269808，Ｅ101.59098之间，有陈氏苏铁分布的区域沿河岸线

超过了5公里，海拔跨度在200米左右（567-769米之间），以

600-700米海拔分布最为集中。在淹没区内用三种方法记录了有详

细ＧＰＳ坐标的陈氏苏铁植株205株，高于海拔675米的植株仅有

23株，绝大多数植株海拔位于570-630米之间。尽管上述陈氏苏铁

存在雌雄比高、结实率低的问题，但总体上表现出了健康的种群结

构，且种群数量都明显多于此前调查的居群。（三）由于《环境影

响报告书》于2014年8月19日获得审批，而陈氏苏铁2015年之后

才被正式描述并列入世界苏铁名录，故《环境影响报告书》中不包

含有陈氏苏铁的相关内容。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就《环境影

响报告书》中未对陈氏苏铁影响进行评价的问题向生态环境部发函

询问。该部办公厅于2018年11月12日进行了函复。 

四、2018年6月29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对外发布《云南省生态保

护红线》。根据《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附件1《云南省生态保护



红线分布图》所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被划入红河

(元江)干热河谷及山原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在该区域内，

绿孔雀为其中一种重点保护物种。 

五、自然之友主张其为本案支出合理费用合计109036元，包

括交通费、住宿费、餐费和专家费等费用。 

原审判决基于以上事实认为，一、本案属于《环境公益诉讼司

法解释》第一条规定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

其适用对象是可能对环境造成的重大风险，具体表现为危害尚未发

生，但如不阻止事件发生，可预知此事件的发生必会造成严重或不

可逆的环境损害事实。面对“尚不明朗的事实状态”及“不确定

性”，按照《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八条之规定，自然之友需

首先提出初步证据证明存在(重大或不可逆转)环境损害可能性，然

后再由环境重大风险制造者提供证据，以充分的理由消除合理怀疑

或证明其行为的无损性。根据自然之友提交的证据、云南省林业和

草原局的回函及《元江中上游绿孔雀种群调查报告》可以证实戛洒

江一级水电站的淹没区是绿孔雀频繁活动的区域，构成其生物学上

的栖息地，一旦该栖息地被淹没，对该区域绿孔雀生存所产生的损

害将是可以直观估计预测且不可逆转。因此，自然之友主张戛洒江

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将对该区域绿孔雀产生重大风险的主张成立。

而新平公司仅凭《环境影响报告书》来抗辩电站建设对绿孔雀的生

存环境没有重大风险显然缺乏足够的证明力，《环境影响报告书》

只是一种预测性判断，报告书内“由于时间局限和野生动物特点...

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实地观察得出满意结论”的有关评价并非绝对



定论。况且生态环境部也已责成新平公司就项目建设开展后评价，

并采取改进措施后报生态环境部备案，进一步说明戛洒江一级水电

站建设项目尚需通过环境影响后评价的方式得到验证和改进。同时

现有建设方案没有采取任何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也显现了消除重大风

险的迫切性。此外，淹没区内存在的众多数量的极危物种陈氏苏铁

此前未进行过环境影响评价，如仍按原定建设方案进行清库砍伐显

然不妥。基于此，新平公司不能证明上述重大风险不存在或业已采

取合理必要的预防措施，故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二、新平公司应

针对目前出现的重大风险采取相应的预防性措施。综合考虑预防性

措施实施对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及对于社会经济的冲击性，兼顾合理

性及实效性，对自然之友提出立即停止水电站建设，不得截流蓄

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域植被进行砍伐的诉请，对消除戛洒江

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目前所产生的重大风险应予支持。但这种停止

建设针对的是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建设方案，对于今后是否

继续建设的问题，应在新平公司按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之后，

由相关行政部门视情况作出决定。此外，承担停止建设责任的主体

应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建设方新平公司。自然之友未证明昆明设

计院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存在违法行为，不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对自然之友主张的因诉讼支出的费用，依据案件情况酌情支持

8万元。据此，判决：1.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

下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

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后续处理，待新平

公司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提出改进措施并报生



态环境部备案后，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

2.由新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自然之友支付因诉讼发生

的合理费用8万元；3.驳回自然之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0元，由新平公司负担。 

二审中，自然之友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图片及

视频-2020年3月拍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坝址周边情况。2.二审期间

的《差旅费统计表》及附件，《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协议》及《发

票》复印件。证明以下内容：第一，建坝时开挖的道路、电站建设

的相关设施设备、电站导流洞、电站生产设施、仓库和生活区尚

在，仍有随时复工的可能性，电站对绿孔雀生存的重大风险未完全

消除；第二，自然之友二审期间产生的费用共计88092元，其中差

旅费8092元，律师代理费8万元。 

经质证，新平公司、昆明设计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认

可，但不认可证明内容。认为：1.图片与视频记录内容仅能看出坝

址周边情况，而重大风险更多集中在淹没区，因云南省生态保护红

线的重新划定和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的调整，电站客观上无法继续建

设，案涉重大风险因政策原因已消除，因此不能达到证明目的。2.

餐费及交通补助费无相应凭证印证不认可，律师费发票的开票时间

与开庭时对方陈述矛盾，对8万元律师费不认可。3.新平公司不承

担本案相应法律责任故不应承担上述费用。 

新平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中国水电工程顾

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建设云南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

电站（270W）项目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关于水电顾问



集团终止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工程建设事项

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各一份，证明，因电站库区大部分被划

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项目无法继续建设。该意见已提请中国电力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并经批复同意。 

经质证，自然之友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

不认可证明内容。认为：1.上述文件表明新平公司仅是目前决定终

止水电站投资建设，而非永久性终止建设。2.该文件性质上属于当

事人陈述，不具有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也无任何第三方有效背书，

水电站退出并非公司内部决定即可实现，最终能否终止仍具有不确

定性。3.文件证明新平公司具有终止建设的可能性，但仍存在诸多

不确定因素。 

鉴于双方对各自所提交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

查后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自然之友所提

交图片及视频中记录的内容能够说明前期工程停工以后坝体周边的

现存状态，但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自然之友所提交的《差旅

费统计表》及附件、《法律服务委托代理协议》及《发票》能够证

明其支出费用情况；新平公司所提交的请示及批复能够证明其向上

级公司请示并得到批复同意停建的事实，本院对除图片及视频外的

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予以采纳。 

本案经二审审理，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有相应证据予以证

明，本院予以确认。同时补充认定，本案二审中自然之友产生费用

共计88092元。2020年7月28日，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向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请示停建案涉项目，中国电力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批复同意该请示意见。原审判决事实部分自然之友主张

合理费用合计109036元更正为290193元。 

综合各方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戛洒江一级水

电站是否应当永久性停建？2.昆明设计院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自然之友主张的费用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本案符合《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一条“对已

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规定其中“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重大风险”的法定情形，属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环境公

益诉讼突破了“无损害即无救济”的诉讼救济理念，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在环境司

法中的重要体现。预防性公益诉讼的核心要素是具有重大风险，重

大风险是指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损害危险的一系列行为。本案

中，自然之友已举证证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如果继续建设，则案涉

项目工程淹没区势必导致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绿孔雀”的栖息

地及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陈氏苏铁”的生境被淹没，生物生境

面临重大风险的可能性毋庸置疑。此外，从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严

重性来看，案涉项目淹没区动植物种类丰富，生物多样性价值及遗

传资源价值无法估量，戛洒江一级水电站若继续建设所产生的损害

将是可以直观预测且不可逆转的。针对该现实上的重大风险，新平

公司并未就风险不存在加以有效证实，而仅以《环境影响报告书》

予以反驳，缺乏足够证明力。因此，原审判决结合生态环境部责成

新平公司对项目开展后评价工作的情况及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未对绿



孔雀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等事实，认定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没区对绿

孔雀栖息地存在重大风险的评判恰当，应予肯定。 

二审中，自然之友及新平公司双方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没区

对绿孔雀栖息地存在重大风险均未提出异议。但自然之友进一步认

为，案涉项目并不仅限定于对绿孔雀栖息地和陈氏苏铁的生长存在

重大风险，该项目对由大面积原始雨林、热带雨林片段共同构成的

完整生态系统亦存在重大风险。本院认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没

区是绿孔雀及陈氏苏铁等珍稀物种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也是各类生

物与原始季雨林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生态系统，该区域不仅涉及绿

孔雀及陈氏苏铁等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也涉及河谷植被、河漫

滩、季雨林、自然形成河水等无机环境，其生态价值、遗传资源价

值、科研价值、景观价值等均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从电站淹没

区生态系统的一体性、完整性以及生态价值的独特性两方面来看，

自然之友主张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建设对淹没区整个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和生物安全存在重大风险的证据详实，观点成立。 

关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永久性停建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七条：“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

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

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

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也可以责

成建设单位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规定，2017年7

月21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针对本案建设项目，向新平公司发出

《责成后评价函》，责成新平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开展环境影响后评



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评价完成前不得蓄水

发电，该函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在已经出现重大风险的情

况下，综合考虑预防性措施的必要性，作出判令新平公司立即停止

基于现有情况下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项目建设，不得截留蓄水、不

得对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待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并备案后由行

政主管部门作出决定的结论，符合在当时情况下环境保护迫切性的

现实需要，判决结果综合考虑了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冲击并兼顾合理

性及时效性，有效防范了可能带来的绿孔雀及陈氏苏铁等濒危物种

灭绝的重大风险，应予肯定。目前，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处于停建状

态，新平公司业已向其上级主管单位申请停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并

获批复同意，绿孔雀生态栖息地面临的重大风险已经得到有效控

制。新平公司所属集团内部虽决定停建案涉项目，但该决定并未报

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复和同意，在生态环境部已经责成新平公司

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情况下，新平公司应继续履行该项工作。同

时，对于案涉项目生态红线如何适用、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如何开

展等问题，也需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明确。因此，戛洒江一级水电

站是否永久性停建应在新平公司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后，由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综上，对自然之友的该上诉

主张和新平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自然之友认为昆明设计院制作《环境影响报告书》所参考

的《调整报告》内容足以让一个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者得出电站不宜

建设的结论，而昆明设计院故意隐瞒信息，以虚假结论通过欺骗的

方式最终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向环保部门申请并获得批准，



该行为具备了“弄虚作假”的法定要件，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

观点，本院认为，环评报告的制作方如何采用相关材料进行评价并

作出结论，依赖于制作方的认知水平、评判标准以及环评技术发展

程度等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结合到本案《环评报告书》所参考资料

来看，其内容与结论的作出也并无唯一、对应、直接且必然的关

联，因此，自然之友的该主张并无确凿的事实依据，亦无证据证明

昆明设计院在环评中具有违法行为，对自然之友要求由新平公司与

昆明设计院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并无事实基础，不予支持。 

根据《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原告请求被告承

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

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对自然之友一审中主张

的费用（差旅费、律师费），原审判决在综合考虑自然之友所提交

证据之间的对应性、关联性及社会公益组织为诉讼支出费用的合理

性等因素后酌定支持8万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审中自然之友

因其上诉请求未得到支持，故对其二审主张的费用不予支持。此

外，针对新平公司认为生态破坏类纠纷不同于环境污染类纠纷，应

当适用一般归责原则的观点，因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具备相同侵权

实质，且该观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不符不予采

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

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

究所负担50元,由上诉人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向 凯 

审判员 苏静巍 

审判员 田奇慧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马  荣 

书 记 员  江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