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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三多一精”理念，海南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抓手，向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亮剑——

为了蓝天白云 为了绿水青山

（1）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报告明确指出问题、应当整改的公益侵害案件

（2）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期间交办的重点案件

（3）全省“百日大督察”关注的重点案件

2020年1月-6月
公益诉讼检察
主要办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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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020 年 1 月至 6 月，全
省检察机关共受理案件线索
498件，同比下14.6%。立案
380 件，同比下降 25.6%，占
受理总数的 76.3%，其中民
事类立案 38 件，同比上升
4.4 倍，行政类立案 342 件，
同比下降32.1%。

2020 年 1 月至 6 月，全
省检察机关共开展诉前程序
318件，同比下降30.4%。其
中，发出民事公告 28 件，去
年同期为 0 件，占诉前程序
案件总数的8.8%；提出行政
诉前检察建议 290 件，同比
下降36.5%，占91.2%。

从诉前程序案件所涉领
域看，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领域 240 件，占 75.5%；食品
药 品 安 全 领 域 37 件 ，占
11.6%；国有财产保护领域
11 件，占 3.5%；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领域2件，占0.6%；
其他领域28件，占8.8%。

办案效果：2020 年 1 月
至 6 月，全省检察机关通过
公益诉讼检察，共挽回、督促
修复、清理林地、耕地、湿地、
草原、水域 126.447 亩；督促
处理生活垃圾、固体废物
4811吨；督促关停和整治各
类企业 93 家；督促查处、收
回销售、流通中的假冒伪劣
食品15公斤。

一图读懂“公益诉讼助推生态环保整治”专项监督活动

活动时间：2020年7月至2020年12月

（1）相关案件中涉及的公益侵害行为是否得到制止，是否仍在持续

（2）公益损害是否得到修复，生态服务功能性损失是否得到赔偿

（3）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是否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是否穷尽法定行政执法手段维护公益

三类
问题

7月22日上午，全省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助推生态环保整治”专项监督活动动
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上，省检察
院党组决定在全省检察系统开展为期半
年的“公益诉讼助推生态环保整治”专项
监督活动，全面跟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报
告明确指出应当整改的、交办的及全省

“百日大督察”关注的重点案件，及时提出
一批诉前检察建议、精准起诉一批案件及
发现、移送一批刑事犯罪案件线索。

省检察院指出，专项监督活动中，将
通过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切
实助推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落
实，积极探索生态环保督察+公益诉讼检
察和生态损害赔偿工作+公益诉讼检察
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监督新机制。

检察公益诉讼，是一项强化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的新探索。自2018年开展公益
诉讼工作以来，海南检察机关深入践行

“三多一精”的公益诉讼理念（最多地发现
问题、最多地发出检察建议、最多地促进
问题解决，最精准地提起诉讼），通过“群
众举报+无人机+大数据”生态环境问题
线索收集模式，以最管用、最高效、最合法
合理的方式督促有关部门履行职责，推动
解决了一批社会舆论高度关注、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

强化专项监督
坚决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有人破坏海洋环境，怎么办？这是海
南检察机关开展“守护海洋”检察公益诉
讼专项监督活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东方市板桥镇辖区沿海基干林带内
存在多处高位海水养殖塘，其中235亩的
海水养殖塘属于市政府确定的应当退塘

还林（湿）的范围。一直以来，镇政府多次
尝试拆掉虾塘，但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完
全拆除。

东方市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
现该案线索后，第一时间立案审查，并向板
桥镇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该镇政
府加大退塘工作力度，依法将涉案养殖塘
全部推填平整。最终，东方市多部门合力
下，涉案海水养殖塘全部依法拆除平整。

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尤其体现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及英烈保护等领域。向一
些长期存在的生态顽疾“亮剑”，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有效守护一方青山绿水。

近年来，海南检察机关围绕整治违法
建筑、违法用地、非法采沙等问题，开展

“生态环保”“增绿护蓝”“万泉河水清又
清”“净空行动”“守护海洋”等系列专项行
动，共办理案件667件，督促整治土地和
水面2.3万余亩，拆除违建9万余平方米，
清理垃圾3000余吨，有效扎牢了保护公
共利益的篱笆。

在具体办案中，海南检察机关坚持大
胆创新，在办理的一批非法采砂及向海洋
倾倒建筑垃圾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不仅
要求侵害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也力图将船主等责任主体列为共同侵权
被告，发挥了检察公益诉讼的独特作用。

“这一举措意义重大。当前，海洋执
法部门打击非法盗采海砂明显存在手段
不足、被追究主体单一、未追究损害赔偿责
任等问题，造成违法主体违法成本低，导致
非法盗采海砂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一直
持续且愈演愈烈。”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独特优势，
斩断海砂盗采的“黑手”，省检察院集中交

办一批非法盗采海砂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并探索将船主列为共同被告。

坚持“打修并重”
最大程度修复受损的生态

一份检察建议，换来200株黄花梨
树。

这些新补种、长势良好黄花梨位于海
口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2018年初，海
口市检察院公诉部门在办理李某国、陈某
盛等人涉嫌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罪时，发现该系列案件都属于破坏环境资
源类案件，将其作为公益诉讼线索移送海
口市检察院民行部门审查。

海口市检察院民行处检察官审查发
现，系列案件都涉及盗伐野生黄花梨，少
则砍伐2株，多则砍伐5株。野生黄花梨
是海南名贵树种，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
物，具有重要的经济、生态、科研价值。刑
事案件的判决虽使盗伐行为人受到了应
有的刑事处罚，但是被破坏的野生黄花梨
资源并没有得到恢复。

随后，海口市检察院向海口市林业局
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
依法采取责令违法行为人进行补种黄花
梨等措施，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加强
巡查监管，通过对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设
立保护标志等措施，保护好珍稀野生植物
资源。

收到检察建议后，海口市林业局分别
向李某国、陈某盛等4人发出《责令补种
树木决定书》，责令其收到决定书后5日
内补种黄花梨木140株。但由于李某国
等4人正在监狱服刑，为加快修复被破坏
的生态环境，海口市林业局于今年7月中
下旬，组织该局机关营林处、湿地中心、林

业服务中心等部门20余人，在五源河国
家湿地公园内先行补种了200株黄花梨
树木，比处罚数目多出60株。

打击修复并重，使受损的生态得到最
大程度修复。海南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改
变以往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单纯追究被告
人刑事责任的做法，实行由刑事检察和公
益诉讼检察两个部门联合办理环境资源
案件的内部分工协作制度。对构成刑事
犯罪又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案件，在追究
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通过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诉请法院判决违法行为人以增殖
放流、补植复绿、土地复垦等方式修复生
态环境，赔偿生态功能被破坏的损失。

据悉，截至2019年，海南检察机关共
立公益诉讼案 1860 件，办理诉前程序
1605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53件，共
挽回、复垦非法改变用途和占用的耕地
774.24亩、挽回被损毁国有林地1317.75
亩、督促关停和整治排放污染企业164
家、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的水源地面积
11.3万亩、挽回被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总
案值1.09亿元、督促治理海洋污染面积约
116.8万平方米。

探索“类案延伸”
推动解决普遍性公益侵害问题

诉前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保护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方式。海南
检察机关着力践行“三多一精”理念，在行
政公益诉讼中坚持帮助行政机关最多地
发现问题，最多地发出检察建议，最多地
促进问题解决，最精准地提起诉讼，超过
98%的问题通过诉前检察建议得以解决，
节约了诉讼资源，促进了严格执法，实现
了双赢多赢共赢。

与此同时，海南检察机关还结合办理
的案件，积极开展“类案延伸”，剖析现状
原因，查找制度漏洞，提出有针对性的检
察建议，推动解决普遍性公益侵害问题。

例如，针对我省仍然存在的建筑垃圾
（包括海滩建筑垃圾）非法倾倒、随意堆
放，有效监管和处置不够，尤其是主要依
靠增设消纳场的处置模式暴露出制度创
新明显不足等问题，省检察院形成专门的
类案分析报告《建筑垃圾监管亟待加强和
制度创新——我省建筑垃圾类公益诉讼
案件分析报告》报送省委，得到省委、省政
府主要领导批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围绕万
泉河、南渡江、昌化江流域生态环境突出
问题，分别向琼中水务局、农业农村局、综
合行政执法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并深
入剖析，对办案中发现的非法捕捞渔业资
源、侵占库区空间、违规行驶船只等问题，
形成《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关
于红岭水库生态环境保护的调研报告》书
面报送琼中县主要领导同志，主动争取当
地党委、政府支持；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针对群
众反映该县生猪养殖专业户违规排污造
成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联合县畜牧局
先后深入全县9个乡镇，实地调查养猪企
业、养殖户的排污情况，并撰写《关于我县
养猪业排污问题的调查报告》向县委、县
政府报告；

琼海市检察院针对博鳌镇、潭门镇、
长坡镇三个沿海乡镇近海养殖产业无序
发展问题根深蒂固，致使近海环境污染情
况日益严重的问题进行了专项调研，撰写
《关于近海养殖污染问题的调研报告》，力
图通过运用公益诉讼的制度利器，推动解
决当地近海养殖问题。

广告·热线：66810888

医护e贷
惠及“逆行者”

“医护e贷”是农业银行向参与抗疫
的医护人员等客户群体提供的“网捷贷”
专属优惠服务。

一、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20年12月

31日

二、活动主题:医护人员尊享利率优惠

三、活动对象
年满22周岁且不超过59周岁，在下列

单位中工作满一年（含）以上的正式员工。
1.海南省援助湖北省医疗队的医护人

员（以下简称“援鄂医护人员”）；
2.二级甲等（含）以上医院医护人员；
3.各地疫情治疗定点医院医护人员；
4.其他在抗击疫情中表现突出、受到

省级及以上表彰的其他机构医护人员。

四、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符合条件的医护人员申请

网捷贷并提款，可享年利率低至3.99%。

五、申请流程
线下预授信审批通过后，登录农行掌

上银行，进入“贷款”菜单，点击“我要消费
—网捷贷—立即申请”按钮，即可申办。

一、产品特色

1、网银、掌银自助申请、实时审批、
快速放款、即时入账。

2.纯信用、免担保。
3.额度最高20万、期限最长1年、

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一次性还本、按约
还息。

二、目标客户

信用状况良好的以下客户：
1.我行存量优质邀约客户。
2.贵宾客户。
3.优质代发工资客户。

三、使用步骤

登录农行掌上银行，点击贷款—我
要消费—网捷贷—立即申请—填写相
关信息（用途、卡号等）提交签订合同—
贷款发放。（申办过程需使用农行二代K
宝）

注：贷款资金不得用于购房，证券、
期货、理财及其他投资性用途。

网捷贷
“网捷贷”是指农业银行向符合

特定条件的农业银行个人客户发放
的，由客户自助申请、自动审批、自
助用信的小额消费贷款。

海南农行
“梧桐贷”服务团队名单

海 口
江东分行 陈东东 18876178869

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55
号农行南海支行

江东分行 蔡兴宇 18889264807
省行营业部 陈正娟 13707591177

海口市明珠路2号海南省农
行营业部

省行营业部 陈宇豪 13518060981
海秀支行 黄宏煜 18089770396

海口市海秀中路106号
海秀支行 蔡梁 17789885712
龙华支行 符恒源 66273616

海口市龙华路16号
龙华支行 吴川 66119755
南航支行 刘伟 15308990281

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
南航支行 陈刚 13907686678

三 亚
三亚分行 林智 13136096396

三亚市解放路561号
三亚分行 冯亚炜 13178952109

其他市县
个人信贷部 薛英飞 18608951554

海口市滨海大道26号

一、贷款对象
我省引进的，经省级职能部门认定的大

师级人才、杰出人才、领军人才、拔尖人才、
其他类高层次人才，全日制硕士、本科、大专
毕业生，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技师
以上职业资格或执业资格的人才、引进的总
部企业人才及机关事业单位人才。

二、贷款利率优惠政策
按农行最优惠利率执行，目前：
（一）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按相应期

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
（二）二套房贷款利率：最低按相应期限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60bp执行。
（三）优惠利率随监管部门和农总行相

关政策调整而调整。

三、申办材料
除了提供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材料

外，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总部企业人才按揭的，提供以下

资料：
1.总部企业在“联席会议”办公室（即商

务厅）备案证明；2.总部企业工作证明；3.全
日制硕士、本科、大专毕业证书，或具有中
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技师及以上职业
资格或执业资格证书。

（二）高层次人才按揭的，提供以下资料：
经省委人才发展局参照《海南省高层

次人才分类标准》（2019版）认定的高层次
人才（含“候鸟”型人才）证明。

（三）机关事业单位人才按揭的，提供
以下资料：

国家机关、中央驻琼单位、事业单位、
法定机构出具的工作证明。

（四）其他《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
涉及人才按揭的，提供以下资料：

经省委人才发展局、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科研院所等引才、用才单位机构出具的
相关证明。

四、联系办理
符合上述条件的客户，可联系我行客

户经理办理我行已准入的楼盘或二手住房
贷款，我行将提供本行最优的利率。

支持人才引进 助力自贸港建设
农行“梧桐贷”

种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梧桐贷”是海南农行为我省引进人才提供的，在申请农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时

给予的专属利率优惠服务。引进人才在购买农行已准入的楼盘或二手住房时可向
农行申请“梧桐贷”。

复工复产 农行个贷在行动

海南农行个人贷款优惠活动

农行个人贷款“贷”来美好生活
通讯代理商e贷

贷款对象：助力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等通信公司经营通信业务
的代理商。

最高额度50万元，年利率低至3.85%，
期限最长1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预

授信；
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度

循环使用。

烟商e贷
贷款对象：烟草公司下游烟草经销商

最高额度 30 万元，年利率低至
3.85%，期限最长1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

预授信；
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

度循环使用。

教育e贷
贷款对象：民办教育行业或教育相关用
品经营者。

最高额度50万元，年利率低至3.85%，
期限最长1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预授信；
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度

循环使用。

房抵e贷
面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工薪阶
层人士等个人客户推出的房产抵押类
线上个人经营及消费的信贷产品。

利率优：年利率低至3.85%。
用途广：经营消费，满足多样需求。
额度高：经营额度最高1000万元，消

费额度最高500万元。
期限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10年。

办贷流程
1.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房抵e

贷”；
2.填写申请金额、贷款用途、添加房产

信息；
3.提交到指定机构，客户经理会主动

与您联系。

药商e贷
贷款对象：医疗器械、药品销售商

最高额度 30 万元，年利率低至
3.85%，期限最长1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预

授信；
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

度循环使用。

商户e贷
贷款对象：专业市场、商圈、卖场等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客户群体。

最高额度 50 万元，年利率低至
3.85%，期限最长1年。

纯信用、免担保、随心还

办贷流程：
1.客户经理上门收集资料，对客户

预授信；
2.客户在线申请，资金实时到账，额

度循环使用。

◆以上贷款产品政策及内容随监管部门和农总行相关政策调整而调整为准，最终解释
权归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所有。”

（本版撰文/江城 吴智远 王佳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