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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当事人信息 

 

原告：安州市环保联合会 

      住所地：江北省安州市淮北路 25 号 

      法定代表人：李清水，秘书长 

      联系方式：030—885939347 

委托代理人：xxx，xx 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他信息略） 

 

原告：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 

      住所地：江北省江京市静安区花园路 456 号 

      法定代表人：吴然，秘书长 

      联系方式：030—888590323 

委托代理人：xxx，xxx 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他信息略） 

 

被告：安州市龙翔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北省安州市高科技园区科技路 30 号 

      法定代表人：张昊，总经理 

      联系方式：030—283288888 

委托代理人：xxx，xxxx 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他信息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

条的规定，XX 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安州市龙翔化工有限公司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被

告的一审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 

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

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代理人现根据本案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代

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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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事实 

 

一、关于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之间买卖合同订立和变更的事实 

 

安州市龙翔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翔公司”）是以生产化工产品为主要经营范围

的化工企业，产品主要是环保型高档分散染料，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副产品为盐酸。安

州市四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海公司”）是一家以经营销售盐酸为主要业务的化工

企业，该公司领取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双方均具有副产盐酸的买卖资格。 

四海公司负责人赵建军与龙翔公司总经理张昊私交不错。在 2014年年初的一次饭局上，

张昊表示愿意和赵建军建立盐酸买卖合作关系，并给予四海公司市价的七折优惠，双方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随后，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签订了盐酸买卖协议，约定四海公司在此期间不

定期从龙翔公司购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盐酸，龙翔公司给予四海公司市价的七折优惠，运费

由四海公司承担，合同依法经公安机关备案。 

2014 年 7 月 1 日，赵建军找到张昊，表示安州市盐酸市场低迷，四海公司销售业务出

现困难，要求中止合同。张昊表示希望四海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同时提出可以给予赵建军每

吨盐酸 30元的运费补贴。双方协商一致对原合同进行变更。 

2014 年 10 月 24 日，安州市环保局执法大队在巡查中发现张军在向运河中排放盐酸，

安州市公安局随即将赵建军等人控制，并展开侦查。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

系终止。 

 

二、关于四海公司盐酸倾倒及损害后果的事实 

 

2014 年 7 月开始，安州市盐酸市场陷入低谷，四海公司盐酸销售业务困难，而赵建军

仍然从龙翔公司大量购进盐酸，赚取运费补贴。四海公司仓库很快被占满，无法储存更多的

盐酸。看到有些企业向运河偷排盐酸而未被发现，赵建军和张军等人商议决定效仿其做法。 

2014年 7月 17 日，赵建军安排驾驶员张军等人多次驾驶危险品运输车（江 A3349、江

A6589、江 A8475）在安西运河红卫码头西侧、安西运河安定桥东侧、安西运河安东码头西侧

等处向安西运河水体倾倒盐酸。2014 年 7 月底开始，安西运河及安江部分江段附近的地下

水被污染，不能饮用。安西运河安定桥东侧下游两公里处安州福喜养殖场以及下游几乎全部

养殖场均出现大量养殖鱼类死亡的现象，其中安州市福喜养殖场的受损渔业资源经安州市渔

业协会评估，总价值为 75617元。 

 

三、关于倾倒盐酸数量的事实 

 

2014年 3月 17日至 2014年 6月 20日，赵建军安排张军等人从龙翔公司分 8次运走盐

酸 7544.81吨，四海公司按照市价的七折共支付金额 79078.38元；2014年 7月 3 日至 2014

年 10月 20 日，赵建军安排张军从龙翔公司分 9次运走盐酸 7035吨，四海公司共支付金额

39308.25元。在此期间，四海公司以开票方式销售从龙翔公司处购得的盐酸 5930吨。 

    自 2014年 7月 17 日开始，四海公司数次向安西运河违法偷排副产盐酸，至 2014 年 10

月 24 日张军倾倒盐酸时被发现，赵建军等人随后被逮捕，四海公司仓库剩余 820 吨。另据

赵建军供述，其在 2014年 5月份时也曾安排张军驾车出去倾倒过 3车盐酸至运河、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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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事实，本着客观、求实的原则，答辩人提请合议庭注意以下两点： 

 

1.龙翔公司作为具有危险化学品生产资格的企业，将生产的副产盐酸销售给具有购买资

质的四海公司，是合法的经营行为，且龙翔公司对于四海公司非法倾倒盐酸一事并不知情。

龙翔公司不应承担由四海公司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 

 

2.四海公司私自向安西运河违法倾倒盐酸，造成安西运河和安江水体严重污染，应当依

法承担造成本案环境污染结果的全部法律责任。 

 

为便于合议庭审理，代理人将以上基本事实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安州市盐酸市场火热  

                       

2014 年年初           一次饭局上，张昊与赵建军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2014 年 3 月 15 日      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签订为期三年的盐酸买卖协议。 

 

                      安州市盐酸市场陷入低迷 

 

2014 年 7 月 1 日       赵建军找到张昊要求中止合同，张昊提出在原合同的基础上给予赵

建军每吨盐酸 30 元的运费补贴，双方达成一致。 

 

2014 年 7 月开始      安州市盐酸市场陷入困境，盐酸销售困难。看到一些企业往运河倾

倒胀库的盐酸，赵建军张军等人商议决定效仿。 

 

2014 年 7 月 17 日     赵建军安排张军等人驾驶危险品运输车在安西运河红卫码头西侧、

安西运河安定桥东侧、安西运河安东码头西侧等处向安西运河水体

倾倒盐酸。 

 

2014年 7月底起       安西运河安定桥东侧下游两公里处福喜养殖场及下游几乎全部养殖

场均出现大量养殖鱼类死亡的现象。 

 

2014 年 10 月开始     安江市民众反映安西运河水质恶化，导致渔业养殖户损失和环境污

染。 

 

2014 年 10 月 24 日     安州市环保局执法大队在巡查中发现张军在向运河中排放盐酸。 

 

2014 年 11 月 20 日     赵建军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安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2015 年 2 月 17 日      安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赵建军等

人犯有污染环境罪。 

 

2015 年 4 月 7 日      安州市环保联合会和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向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环境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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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法律适用 

 

本案中，四海公司倾倒盐酸主要在 2014 年 7 月至 10 月间，原告于 2015 年 4 月 7 日提

起诉讼。根据法的溯及力原则，被告认为本案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如下所示： 

 

法律名称 时间 颁布机关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1987年 1月 1日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89年 12月 26日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法》 
2005年 4月 1日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08年 6月 1日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2010年 7月 1日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5年 1月 1日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15年 2月 4日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员 

行政法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1998年 9月 25日施行 国务院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2004年 7月 1日施行 国务院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2005年 11月 1日施行 国务院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011年 12月 1日施行 国务院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2012年 9月 1日施行 国务院 

部门规章 

《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暂行办法》 1996年 5月 14日施行 民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行业标准》 2006年 1月 1日施行 发改委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

的若干意见》 
2011年 5月 25日施行 环保部 

其他规范性文件 

《危险废物鉴别导则》（试行） 2006年 4月 1日施行 

环保总局、发改委、

海关总署、商务部、

质检总局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2007年 10月 1日施行 环保总局、质检总局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 
2002年 4月 1日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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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月 7日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2015年 2月 4日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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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代理意见 

 

一、安州市环保联合会和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不具备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限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 年 1 月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了

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登记”以及“专门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
1
 

 

（二）安州市环保联合会从事环保公益活动未满五年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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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

环保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是指：章程所确定的宗旨和主要

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
2
 

 

1、具体行政行为的生效时间 

 

按照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附款为标准，可以将具体行政行为分为附款行政行为和无附款

行政行为。附款行政行为是指除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外，行政主体根据实际需要附加生效条件

的具体行政行为，又称条件行政行为。
3
 

 

具体行政行为的这一分类源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根据民法理论及民法的相关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一般自成立时生效；但对于附有条件或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决定其效力发

生或消灭的根据是该条件成就或期限到来，而不限于成立之时。因此，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

言，一般情况下告知之时为其生效之时，但对于附款行政行为而言，其生效之时是附款规定

之时，而不限于告知之时。 

 

2、安州市环保联合会登记成立属于行政许可范畴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社会团体登记成立应属行政许可的范畴。
4
安州市

环保联合会依法成立并从事业务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应当经过安州市民政局的许可

                                                             
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 

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2
 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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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社会组织章程

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

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 
 
3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8 月第五版 

 
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五）企业或者其他组

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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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为有效。 

 

3、安州市环保联合会登记成立应以证书始期计算 

 

本案中，安州市环保联合会于 2010 年 1 月 14 日由安州市民政局批准成立并发给社团

法人登记证书，但在其法人登记证书上已明确载明有效期限为 2010年 4月 10日至 2020年

4月 9日。所以安州市环保联合会虽于 2010年 1月 14 日经过登记发给了登记证书，但其法

人资格和从事业务活动的许可只能自 2010 年 4 月 10 日起生效，即 2010 年 4 月 10 日之后

才能依法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至提起本案诉讼时——2015 年 4 月 7 日，其从事公益活动的

时间未满五年。因此，安州市环保联合会不符合环保法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专门从事环

保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的资格限制，不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三）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过程中有违法行为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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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规定，环保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无违法记录”是指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

规定受过行政、刑事处罚。
5
而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曾在 2011年社会组织年检中，违反了《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暂行办法》的规定，因经费不足以维持正常业务

活动而被评为不合格的社会组织并被责令限期整改，在整改仍不合格后被江北省民政厅公

告。
6
 

 

1、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被公告年检不合格属于通报批评 

 

行政机关所实施的通报批评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处理违纪的下级，

或者行政机关内部监察部门或者纪委处理违反纪律的人；另一种是行政机关在一定范围内对

违法行为人的违法事实予以公布，以导致其声誉和信誉造成损害，既制裁和教育违法者，又

广泛教育他人的一种措施。本案中对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年检不合格的公告即属于第二种性

质的通报批评。 

 

根据《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暂行办法》的规定，年检不合格的社团先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

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按照有关规定另作处理，并由登记管理机关在报刊上予以公

告。
7
因此，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在 2011年社会团体年度检查中因经费不足被评为不合格社

团组织，在限期整改后仍未达到要求，江北省民政厅才作出书面公告，将其经费不足的不合

格行为予以公开，警告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的同时告诫其他社会团体，此时的公告带有通报

批评的性质。 

 

2、通报批评属行政处罚范畴 

 

                                                             
5
 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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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社会组织在提

起诉讼前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受过行政、刑事处罚的，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无违法记录’。 
 
6参见案件材料第 XIX 页：证据八.《关于 2011 年社会组织年检情况的公告》  

 
7 参见《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暂行办法》第十二条：年检不合格社团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

后仍不合格的社团，按照有关规定另作处理，并由登记管理机关在报刊上予以公告，公告费由社团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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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相关法律将通报批评与警告等行政处罚种类同时设置在法律责任一章。《行政处

罚法》第八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行政处罚的六个种类，虽然没有通报批评，但该条第（七）

款以兜底的形式明确了“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8
也就是说，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可以将通报批评作为行政处罚措施设置在罚则中，实践中此类情况也并不鲜见。
9
 

 

其次，从行政处罚的概念来看，通报批评具备行政处罚构成的基本要件。通报批评是由

行政主体针对具体的当事人作出，是其行政职权运行的体现，具备行政性；且通报批评是行

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一种处分，是通过公布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而损害其声誉，具有

处分性；最重要的是通报批评以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行为的存在为前提，是对违法

当事人的一种惩戒，具有行政制裁性。 

 

最后，通报批评属于行政处罚中的申诫罚。申诫罚是指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的名誉、

荣誉、信誉或精神上的利益造成—定损害以示警诫的行政处罚。而通报批评正是以公布违法

行为人违法事实的方式对其声誉造成损害，进而达到制裁和教育违法者，警诫其他人的一种

措施，达到了《行政处罚法》第五条所规定的“纠正违法行为，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自觉守法”的行政处罚目的。 

 

3、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是因“经费不足以维持正常业务活动”被评为年检不合格的社团，

即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在从事业务活动的过程中，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受到了通

报批评的行政处罚。因此，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不符合环保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无

违法记录”的主体资格要求，不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综上所述，安州市环保联合会和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均不符合环保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条件，不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应当依法驳

回起诉。 

 

二、盐酸及其市场的准确界定是认定涉案合同效力的基础 

 

盐酸及其市场的界定作为认定涉案合同效力的基础，为便于下文论述，特将其单独列

出。 

 

（一）涉案副产盐酸并非危险废物 

 

本案中，龙翔公司交予四海公司的副产盐酸是龙翔公司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并非

危险废物。 

                                                             
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行政处罚的种类：（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

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

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9 例如，《审计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

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

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原《统计法》第 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统计调查对象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 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较重的，可以对负有

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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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险废物的界定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八条中对“危险废物”的定义为“列入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

物”。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明确规定了鉴别危

险废物的步骤： 

1.判断否属于固体废物，不属于固体废物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2.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属于危险废物，没有列入名录的进行危险性鉴别； 

3.依据鉴别标准，具有一种及以上危险特性的为危险废物； 

4.未列入《危险废物名录》、依据鉴别标准无法鉴别，但可能对人体或环境造成有害影

响的固体废物，由专家认定。10 

 

因此，认定危险废物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判断是否属于固体废物。属于固体废物的才有

可能成为危险废物，不属于固体废物的，则不是危险废物。 

 

2、涉案副产盐酸不属于固体废物 

 

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生活

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

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

品、物质”。 

 

涉案副产盐酸不属于固体废物，理由如下： 

 

（1）龙翔公司生产的副产盐酸未丧失原有利用价值 

 

副产盐酸作为一种重要的无机化工产品，可广泛用于染料、医药、食品、印染、皮

革、冶金等行业，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 

 

根据安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龙翔公司副产盐酸质量的检验结果可知，11龙翔公

司生产的副产盐酸达到产品标准的 1 规格要求，总酸度≥31%，属于合格的化工产品，能

够作为产品销售，被广泛使用，因此并没有丧失原有的利用价值。 

 

（2）龙翔公司并未抛弃或放弃副产盐酸 

 

盐酸作为龙翔公司在生产环保型高档分散染料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工业副产品，是可以

进行销售的。因此龙翔是否存在抛弃或放弃副产盐酸的心态，应该结合案件材料细节，通

过龙翔公司的具体行为来判断。 

 

                                                             
10 参见《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4.鉴别程序”部分 
 
11 参见案件材料 VII 页：附件 6.盐酸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简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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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案件材料赵建军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龙翔公司在交副产易盐酸时，妥善的对副产

盐酸进行了管理，仔细地审查了盐酸交易对象的交易资质以及公安机关备案文件，对副产

盐酸的流向进行了控制，从这些细节来看，龙翔公司对于副产盐酸的销售是负责任的，因

此也就不可能存在抛弃或放弃的心态。而当盐酸市场低迷时，龙翔公司主观上依然是想尽

可能的维持副产盐酸销售，而不是抛弃或放弃。龙翔公司为每吨盐酸补贴 30 元现金、严格

遵守与四海公司间的合同等案件细节，可以证明龙翔公司没有抛弃或放弃副产盐酸。并且

龙翔公司主观上也相信盐酸市场会有转机。 

 

3、涉案副产盐酸不是危险废物 

 

通过上述两点论证可知：龙翔公司生产的副产盐酸必须成为固体废物后才能被鉴定为

危险废物，而涉案副产盐酸既未丧失原有利用价值，也未被龙翔公司抛弃或放弃，因此涉

案副产盐酸不属于固体废物，进而不可能成为危险废物。在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评估报告

中，安州市环境科学学会在未对副产盐酸是否属于固体废物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下，直接

将涉案副产盐酸鉴定为危险废物，程序不合法，结论错误。 

 

（二）本案盐酸市场特指安州市盐酸市场 

 

1、盐酸销售市场具有地域性 

 

所谓销售半径是指，以企业为圆心，当运费将产品利润冲浊为零时的运距。销售半径

以内为该产品的盈利圈，其销售盈利与销量正相关，是该厂该产品的可发展竞争区，是有

效市场。在此范围内应细分市场、刻意策划，以扩大有效销售；而超出销售半径的销售，

即在盈利圈外销售，其销售盈利与销量负相关，是该厂该产品的纯耗损竞争区、是无效市

场。 根据经济常识，越是笨重、难以储存的产品运费相对较高，因而越是受到销售半径的

制约。 

 

因具有强腐蚀性、储存和运输费用高，盐酸销售市场半径的延伸受到制约，且各地区

下游消费群体差异很大，因此盐酸的销售具有地域性特征。  

 

2、本案中“盐酸市场”特指安州市盐酸市场 

 

四海公司作为安州本地的化工企业，经营规模较小，盐酸销售市场主要为安州市及附

近周边地区。讯问笔录中显示，在张昊最初询问其是否有兴趣购买龙翔公司的副产盐酸

时，赵建军“当时安州市盐酸市场还不错”的表述，也可以证明本案事实中关于“盐酸市

场”的表述实际上是特指安州市盐酸市场。 

 

三、龙翔公司不应承担本案环境污染责任 

 

基于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和分析，代理人认为，龙翔公司既没有单独实施环境侵权行

为，也不与四海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因此不应承担本案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具体论证如

下： 

 



2015 年第十三届“理律杯”全国模拟法庭竞赛第 23 号参赛队被告代理意见书 

 

 第 12 页 

（一）龙翔公司没有实施环境侵权行为 

 

1、龙翔公司销售副产盐酸是合法的经营行为 

 

（1）龙翔公司签订的盐酸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①涉案合同为有效合同 

 

首先，龙翔公司作为一家具有危险化学品生产资质的化工企业，根据《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可以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自己生产的盐酸；
12
四海公司作为

具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化工企业，经营范围包括盐酸在内。因此，龙翔公司与四海

公司具有盐酸的合法买卖资质。 

 

其次，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达成合同，约定四海公司在此期间不

定期从龙翔公司购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盐酸，龙翔公司给予四海公司市价的七折优惠。双

方意思表示真实。 

 

再次，龙翔公司生产的副产盐酸为合格的化工产品，具有广泛的用途，可以依法对外

销售，且四海公司在与龙翔公司交易前依法在公安机关进行了登记备案，龙翔公司与四海

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内容合法。 

 

因此，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经协商一致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内容合法，意思

表示真实，且依法经过公安机关备案，是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 

 

②涉案合同经口头变更后仍为有效合同 

 

合同变更，通常意义上是指对合同内容的变更，即合同有效成立后，尚未履行或未完全

履行前，当事人双方就合同的有关条款达成修改或补充协议，从而改变原合同的内容。 

 

《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本案中，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于 2014年 3 月 15 日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该合

同签订的目的为合法的盐酸买卖，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龙翔公司的真实意图一直都是销售

盐酸，而四海公司的真实意图则是通过倒卖低价盐酸获利，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存在盐酸买卖

之外的非法目的。对于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于 2014年 7月 1 日经协商一致做出的变更部分

合同内容的行为，也即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正常的买卖合同中运费承担方式的补充条款，亦

不存在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社会利益以及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等非法目的情

形。因此，被告与四海公司之间的合同变更后仍为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内容

来履行合同。 

                                                             
12
 参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

化学品，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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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元运费补贴是龙翔公司的经营战略 

 

在盐酸市场低迷时，给予四海公司每吨盐酸 30 元的运费补贴，如果单纯从《工矿产品

购销合同》的履行来看，龙翔公司是在进行亏本的销售。但是考虑到 7 月份分散型染料市场

火热，龙翔公司可以从保障主产品环保型高档分散染料的全力生产中实现盈利的情形，那么

龙翔公司的补贴行为就不难理解。事实上，龙翔与四海公司进行盐酸交易是一种商业上的双

赢模式：即龙翔公司通过销售盐酸减小库存压力来保障经济价值更大的主产品生产，而四海

公司则通过倒卖低价盐酸来获利。因此从维持双赢局面的角度来看，龙翔公司对四海公司进

行补贴是符合龙翔公司自身利益的。 

 

另外，30 元的补贴行为也是符合合同公平履行原则的，即在市场波动时与交易伙伴共

担交易风险，通过运费补贴方式帮助四海公司降低销售成本，以便在市场低迷时开拓销售市

场。根据四海公司销售记录可知，正是在龙翔公司提供补贴后，四海公司得以将盐酸价格调

整到每吨 5 元的“亏本价”进行销售（见下图），从而在市场整体低迷情况下维持了一定的

销售量。因此，龙翔公司给予四海公司 30 元运费补贴，是在充分考虑各方因素后，采取的

一种具有远见的经营战略。 

 

 

2、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不构成共同侵权 

 

（1）本案认定共同侵权应当考察主观要件 

 

①关于共同侵权的相关法条与学理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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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该条规定首次在立法上使用了“共同侵权”这一制度性概念。2003 年颁布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二人

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

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

任。”2009 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两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我国因对于“共同”的理解不同而对共同侵权行为存在多种学说解释，总体而言分为三

大类，分别为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主观说强调行为人之间要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

客观说不以意思联络为必要要件；折中说既看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也考察客观行为上的关

联性。13 

 

②“纵向结构”下共同侵权的认定必须考察主观要件 

 

本案中侵权行为的特殊之处在于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的行为呈现为一种“纵向关系”。

龙翔公司并不是与四海公司分别实施盐酸倾倒行为、呈现出“横向关系”的主体，而只是一

家与四海公司存在盐酸交易关系的上游企业。基于此纵向结构关系，被告认为，本案应该排

除客观说的适用。如果对此案适用客观说，那么这种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有没有过错，只看

客观行为的标准将会过分扩大归罪范围——而无论如何，本案中四海公司所倾倒的盐酸都是

从龙翔公司处得来的，仅仅着眼于此点不放就直接作为归罪依据，显然不妥。故被告认为，

鉴于本案的特殊结构关系，认定共同侵权时不能排除主观要件的考察。 

 

（2）龙翔公司对环境污染结果不存在过错 

 

①龙翔公司订立盐酸买卖合同是合法的经营行为，没有倾倒盐酸的主观故意 

 

副产盐酸作为龙翔公司生产环保型高档分散染料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副产品，是龙翔公司

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并且龙翔公司的盐酸销售对象并不仅限于四海公司。龙翔公司与四

海公司关于盐酸买卖的起因是源于 2014 年年初朋友间的一次饭局，因为龙翔公司的总经理

张昊与四海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赵建军私交不错，张昊才表示有笔实惠的生意可以给赵建军

做。龙翔公司将盐酸正常买卖给有经销资格的下游企业一直都是其经营发展方式，并非蓄意

已久迫切地想要找到下家解决副产盐酸的出路。后期盐酸市场低迷，四海公司销售困难时龙

翔公司给予其运费补贴业是为了维持盐酸买卖合同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实施的营销策略。龙

翔公司从始至终都是为了销售作为其工业副产品的副产盐酸，而不是倾倒这些副产盐酸。 

 

②龙翔公司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不存在过失 

 

根据我国《合同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进行

危险化学品交易时，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被告方认为，在本案中龙翔公司尽到了法定的注

意义务。首先，与龙翔公司进行交易的四海公司是一家有合法资质的以经营盐酸为主要业务

的化工企业，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且本案中的盐

                                                             
13 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2013 年 3 月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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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买卖行为还在公安机关备过案14。因此龙翔公司相信相关的有效证件和备案文件，进而相

信四海公司具有合法资质并与之交易，是尽到了法定的注意义务的。 

 

其次，在 2014 年 7 月份以后，安州市盐酸市场低迷情况下，龙翔对于出售盐酸给四海

公司的行为依然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龙翔公司向四海公司提供运费补

贴以维持合同正常履行。 

 

另外，从张昊与赵建军的 7 月 1 日的谈话来看，赵建军虽然向张昊提出过四海公司胀库

压力，但是也仅有一次，且是在张昊提出现金补贴之后，最终也同意了张昊的方案。而在此

次谈话结束之后，赵建军正常的履行了合同，从 14 年 7 月份到 10 月份这么长的时间内，并

没有再次向龙翔提出因库存问题要中止合同。那么，在四海公司以行为正常的履行自己义务

情况下，龙翔公司当然有理由相信，在获得补贴后四海公司得以维持自己的销售。此情况下，

已经尽到买卖合同注意义务的龙翔公司，没有发现四海公司仓库装不下的事实，也是情有可

原的。 

 

最后，从赵建军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早在 5 月份的时候，四海公司就倾倒过 3 车盐

酸，而案件材料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四海方面曾经向龙翔公司透露过非法倾倒盐酸的

行为。另外四海公司倾倒盐酸的非法行为跨度长达 5 个月，而具有环境监督执法职责的安州

市环保局一直到 2014 年 10 月 24 日，才发现张军向运河中排放盐酸。由此可见，即便是具

有专门职责、专业人员的环保局发现四海公司的偷排行为都如此困难，那么，苛求不具有专

门职责、专业执法人员的龙翔公司注意到四海公司倾倒盐酸的行为，承担比行政单位更大的

注意义务，显然是有失公平的 

 

因此，在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进行盐酸买卖的整个过程当中，龙翔公司都尽到了合理的

注意义务。 

 

（二）龙翔公司与本案环境污染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被告的补贴行为与四海公司的倾倒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首先，根据赵建军在讯问笔录中所做的供述，“其实在 5 月份库存太满的时候我也让张

军开他车出去倒过 3 车”可知，四海公司先前就因库存太满而倾倒过盐酸。因此，库存压力

大是四海公司违法倾倒盐酸行为的直接原因，与龙翔公司是否给予其运费补贴无关。 

 

其次，在安州盐酸市场低迷，四海公司销售不畅的情况下，龙翔公司给予四海公司每吨

盐酸 30 元的运费补贴，正是为了帮助四海公司拓展销路，缓解其销售困境。四海公司通过

龙翔公司给予的运费补贴，可以拓展销售地域范围，将盐酸运往更远的市场进行销售，或者 

降低价格，增强在本地市场的竞争力，提高盐酸销售量。但是，四海公司为了获取更大的经

济利益，偏偏选择铤而走险，实施违法倾倒盐酸至安西运河的行为。因此，在四海公司存在

多种选择可以合法处理盐酸的情况下，龙翔公司的补贴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四海公司的违法倾

倒行为。 

 

                                                             
14 参见案件材料第 VII 页：易制毒化学品买卖公安机关备案（简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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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海公司应独立承担本案环境污染的全部法律责任 

 

（1）四海公司独立实施了倾倒盐酸的违法行为 

 

四海公司是依法成立的以危险化学品销售为主营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合法的营业

执照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赵建军作为四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

对外代表公司，作出行为的后果也该由四海公司来承担。因此，本案中因赵建军等人倾倒盐

酸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责任该由四海公司来承担。此外，虽然本案中张昊与赵建军私交不错，

但四海与龙翔进行盐酸交易，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四海方面

会因为市场波动而提出中止合同，可见在合同的履行、变更等方面，四海享有自由。 

 

2014 年 7 月份以后，安州市盐酸市场陷入低迷，四海公司的盐酸销售业务出现困难，

龙翔公司开始向赵建军提供每吨盐酸 30 元的运费补贴以帮助四海公司维持销售。而赵建军

和张军等人私自商议之后决定效仿当地其他厂家的做法，将盐酸偷排至安西运河。2014 年

7 月至 2014 年 10 月间，赵建军多次安排张军驾驶危险品运输车将盐酸运至安西运河，实施

了倾倒行为，而龙翔公司在此过程中并不知情。因此，四海在本案中违法倾倒盐酸的行为，

完全是其独立意志的体现。 

 

（2）四海公司应对自己的倾倒行为独立承担责任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污染者负担原则，污染和破坏环境造成的损失应当由排放污染物和

造成破坏的组织或个人承担。四海公司作为本案的污染者，其独立实施了向安西运河水体倾

倒副产盐酸的行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独立承担责任。 

 

四、关于本案中环境污染损害事实的分析 

 

如前所述，代理人充分论证了龙翔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环境侵权行为，因此不应承

担任何的环境侵权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但为了法庭全面查明案

件事实，我们对本案中所谓的环境污染损失作如下分析，供法庭参考。 

 

（一）对本案环境污染结果及损失的质疑 

 

1、《评估报告》认定损害结果不客观 

 

原告确定本案中四海公司倾倒盐酸，造成安西运河及安江水体污染的依据为安州市环境

科学学会出具的《评估报告》。 

 

本案中，四海公司倾倒盐酸事件发生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而根据《评估报告》显示，

环境科学学会用以对比分析安西运河水体状况的是 “2014 年 11 月 2 日”和“2014 年 12 月

15 日”两天的水体监测数据。根据 2014 年 11 月 2 日水体监测数据显示，安西运河水体 PH

值确实存在异常，河水呈现酸性特征，但此时距四海公司倾倒盐酸事件已经过一星期之余，

并无证据证明此种酸性特征是由四海公司倾倒的盐酸所导致。根据赵建军在讯问笔录中的陈

述，“看到有些企业常常偷偷往河里倒，也没有人管”，可以说明除了四海公司，还存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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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频繁向安西运河大量偷排盐酸的事件。因此被告认为，本案中四海公司倾倒盐酸的行为

是否导致了事实上的环境污染结果有待考证。 

 

2、渔业赔偿请求不合理 

 

根据安州市渔业协会 2014 年 8 月 20 日出具的“安州市福喜养殖场渔业资源损害评估

报告”，显示该渔场渔业资源受到了总计 75617 元的损失。被告并不否认其客观性与真实性，

但是对于其关联性存有质疑：原告并未就该损失是由四海公司倾倒盐酸而引起这一问题进行

举证。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福喜养殖场的渔业损失缺乏事实依据。 

 

（二）本案的环境污染修复费用计算 

 

在前文内容中，被告已经就本案的环境污染损害结果与被告无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

是本着客观、求实的态度，被告在此仍对本案中四海公司违法倾倒盐酸造成的客观水体污染

损害结果予以分析。 

 

1、关于倾倒盐酸数量的认定 

 

 

 

 

 

 

 

 

 

 

 

 

 

 

 

 

 

 

 

 

根据上表计算得出，龙翔公司与四海公司交易期间四海公司倾倒的盐酸数量为： 

购进盐酸 14579.81吨-售出盐酸 5930吨-库存剩余 820 吨=7829.81吨。 

 

2、关于修复费用计算方法的选取 

 

被告方认同安州市环境科学学会专家组的建议，认为应当采用实验法计算本案环境损害

费用。 

 购进（吨） 售出（吨）  

3月份 1100.82 950  

4月份 3577.29 2170  

5月份 846.9 1050 倾倒约 90吨 

6月份 2019.8 760  

小计 7544.81 4930  

7月份 2458.05 200  

8月份 1523.65 100  

9月份 1602.8 400  

10月份 1450.5 300 库存剩余 820吨 

小计 7035 1000  

总计 14579.81 5930  

倾倒盐酸数量：14579.81-5930-820=7829.81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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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报告中治理成本法中倾倒盐酸的单位治理成本的确定依据可知，评估报告中所

采用的治理成本法属于《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 I 版）中的水体“修复费用

法”。15 

 

根据《推荐方法》规定，水体修复是在采取应急措施后污染依然无法消除的情况下采取

的人工干预措施。16而在本案中，根据《评估报告》中河流水体监测数据和环境状况公报显

示，由于安西运河的自净能力和安江潮汐水及降雨的冲刷产生的中和、稀释作用，受损水体

已经恢复至以往的水质水平，客观上已不需要进行人工干预，因此实际上不存在需要修复的

环境损害，采用治理成本法计算环境损害缺乏事实依据。 

 

因此，根据盐酸的污染特性和实际发生的污染削减情况，应当以计算稀释倾倒盐酸所需

的水体费用的实验法为本案的定损计算方法。 

 

3、关于本案的污染修复费用 

 

综上所述，若本案存在环境污染的客观损害事实，根据上述盐酸数量及定损方法计算得

出的污染修复费用为：7829.81×1045.52≈818.6 万元。 

 

（三）关于个别盐酸泄露现象的申明 

 

被告对于在前期建设和调试过程中，确实出现过少许泄漏现象这一事实并不否认，但这

些问题均已通过与环境主管部门的协商和与当地有关居民的沟通得到解决，没有造成任何持

续性或大面积的污染后果，因此不应列入本案争议范围。 

 

 

 

 

 

 

 

 

 

 

 

 

 

 

 

 

                                                             
15 参见案件材料第 XIII 页：“参照《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 I 版）中化学修复技术中化学氧

化法的单位治理成本 700—4000 元/吨，根据同类型盐酸污染治理工程的工程经验，按保守计算，取 700/

吨作为定损基准费用” 

 
16 参见《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 I 版）4.5.2 修复费用法（2）水体修复费用：水体修复费

用是指采取应急措施后、经鉴定水体污染依然无法消除、采取并实施其他人工干预措施所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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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结语 

 

  回顾本案，本次盐酸倾倒事件对安西运河和安江流域的水体造成了严重破坏，影响到了

农渔业生产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用水。对此，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公民

个人，都会感到痛心疾首。被告对于四海公司在本次污染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环境保护

的漠视以及其自身法律意识的淡薄表示极大谴责。四海公司主要负责人赵建军所谓“看到有

些企业常常偷偷往河里倒”、“我们这样的小厂都会这样做”种种推卸责任的言论让人感到无

比愤慨，类似这样的化工企业亟待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而被告作为安州市

当地一家较大的化工企业，对安州市的环境保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愿意作为带头企业，

与当地环保局、环保公益组织通力合作，建成一系列化工原料无害化处理的机制设施，防范

这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此外，被告对于提起本次环境公益诉讼的两原告：安州市环保联合会、江北省绿色环境

协会，勇于维护环境公共权益的精神表示敬意与钦佩。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建设生态中

国的理念，近期刚刚落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告中也表明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

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坚持绿色发展早已是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

选择，它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长远未来。被告希望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进来，与企业

一起努力，共同保护安州市的清江绿水。 

   

最后，被告在此仍然要再次强调，无论关于环境生态方面的制度规范如何演变发展，法

律终究是法律，适用法律必须抱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被告已在上述代理意见

中充分论证了被告不应为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在此，恳请法院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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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法律思考 

 

一、“纵向结构”下共同侵权的思考 

 

我国关于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的明确法条表示分别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以及

《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

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认为，目前我国法律关于该块制度的简略表述有利于法院根据特

定时期的法律政策灵活变动适用。从现实中的各式各样的案例情况来看，共同侵权行为的呈

现形态的确极富变化。因此在相对宽松的立法表述下也产生了纷繁复杂的各类学说。 

 

然而，结合本案的案情事实来看，对于该类“纵向联系”的行为人如果被直接适用客观

学说中任意一种都很有可能形成司法的错误打击。相反，可以想见对于更普遍意义上“横向

联系”的行为人，如果过于强调主观方面的过错考察则又有存在漏网之鱼的可能。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自由权限的确很适合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制度设计，但这种自由权

限究竟要以何种方式赋予司法部门来适用法律值得深思。被告认为，在之后的法律建设工作

中可以考虑颁布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对于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统一适用折中说进行审理。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正向意义上的给予司法部门目前已经具有的自由空间，而是在反面意义

上杜绝一些法院一味直接适用主观说或者客观说的可能。 

 

二、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思考 

 

在一般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有其特殊的理由，这些理由包括确

保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消除原告举证的障碍等。而环境公益诉讼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的原

告类型不同，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得原告在与被告之间的力量对比、举证能力

等方面都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存在明显不同。 

 

就以本案来说，无论是龙翔公司还是四海公司，它们都只是地方上经营危险化学品的民

营企业，从注册资本就可以看出其规模、技术设备和经济实力并不是十分雄厚，与原告相比，

其优势地位并不明显，甚至有可能处于劣势。相反，本案中的原告却是专门从事维护环境公

共权益、提供政策技术咨询服务的专门环保组织。在对环境污染损害进行技术评估，污染物

质的性质鉴定，相关证据的搜集方面，比被告更具专业知识和技术设备等优势条件。 

 

在诉讼双方能力均衡的状态下，如果继续原则化地参照普通环境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

任倒置这一匡正措施，就会矫枉过正，对于被告方显失公平，不利于被告诉讼权益的保护，

重新出现当事人诉讼地位实质上的不平等，对诉讼结构的稳定与平衡产生冲击，有可能导致

案件的处理出现不公正，影响诉讼公正的实现。因此，在实质正义的理念下，考虑到当事人

诉讼地位平等、风险平等，为维持民事诉讼的公信力，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不宜适用举证责任

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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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附件 

 

附件 1. 安州市环保联合会社团法人登记证书（简略版本） 

名称：安州市环保联合会 

业务范围：提供政策技术咨询服务、参与环境决策活动、开展环境宣传教育、维

护环境公共权益 

住所地：江北省安州市淮北路 25号 

法定代表人：李清水，秘书长 

联系方式：030—885939347 

活动地域：安州市及安西地区 

注册资金：30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安州市环保局 

发证机关：安州市民政局 

发证日期：2010 年 1月 14日 

代码：A4958 

有效期限：2010 年 4月 10日至 2020年 4月 9日 

 

附件 2. 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社团法人登记证书（简略版本） 

名称：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  

业务范围：开展环保调研和环保宣传教育、进行环保组织能力培训、展开环保公

益活动、提供环境决策建议  

住所地：江北省江京市静安区花园路 456 号  

法定代表人：吴然，秘书长  

联系方式：030—888590323   

活动地域：江北省各市县  

注册资金：50 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江北省环保局  

发证机关：江北省民政厅  

发证日期：2009 年 2 月 25 日  

代码：A0348  

有效期限：2009 年 2月 25日至 2019年 2月 24日 

 

附件 3. 安州市龙翔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简略版本） 

名称：龙翔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江北省安州市高科技园区科技路 30 号  

法定代表人：张昊，总经理  

联系方式：030—283288888  

注册资本：650 万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5 月 23 日  

营业期限：2006 年 5 月 23 日至 2021 年 5 月 22 日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按安全生产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化工产品生产

（环保型高档分散染料）。  

登记机关：江北省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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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安州市四海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简略版本）  

名称：四海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州市中山路 450 号  

法定代表人：赵建军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12月 15日  

营业期限：2008 年 12月 15日至 2018年 12 月 14日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销售（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登记机关：江北省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附件 5. 安州市四海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单位名称：四海化工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负责人：赵建军  

单位地址：安州市中山路 450 号  

许可范围：甲醇、双氧水、硝酸、盐酸等（不仓储）   

有效期：2012年 7月 9至 2015年 7月 8日   

 

附件 6. 盐酸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简略版本）  

安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报告  

产品名称：副产盐酸  

样品名称：副产盐酸  

规格型号：1  

受检单位：安州市龙翔化工有限公司  

检验类别：生产许可证检验  

抽样地点：成品罐  

抽样人员：张一波 王家强  

检验依据：《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氯碱产品部分）HG/T 3783-2005

《副产盐酸》  

检验日期：2013 年 5 月 9 日  

检验结论：按照 HG/T 3783-2005 标准对副产盐酸产品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均符

合该标准规定的 1 规格要求，判定该样品为合格  

 

附件 7.易制毒化学品买卖公安机关备案（简略版本）  

购买单位或个人：四海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建军  

销售单位名称及法定代表人：龙翔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昊  

购买物品：盐酸  

最大数量：贰仟捌佰吨  

用途：销售  

有效期限：2014 年 3月 15日至 2015年 3月 14日  

有效次数：多次  

公安机关经办人：孙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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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简略版本）  

供方：龙翔化工有限公司  

需方：四海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商标、型号、厂家、数量、金额、供货时间及数量：  

盐酸，按照每月盐酸产出量不定量供货，价格按照市价七折计算，运费由需方负

担   

合同签订时间：2014 年 3 月 15 日  

合同有效期：自 2014 年 3 月 15 日起，有效期为 3 年  

……（其他信息略）   

 

附件 9. 赵建讯问笔录 

时间：2014年 12月 5日 14时 20分至 2014年 12月 5日 15时 40分 

地点：安州市公安局看守所 

询问人：张严法  工作单位：刑警队 

记录人：xx  工作单位：刑警队 

被询问人：赵建军（其他信息略） 

……（基本情况略） 

问：你何时因何事被安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的？ 

答：我是 2014 年 11 月 20 日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安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的。 

问：你是如何污染环境的？ 

答：我和张军从龙翔那边拉盐酸，然后把盐酸直接排入安西运河里。  

问：你和龙翔那边是怎么协商的？ 

答：我公司下面有三辆载重量核定为 30 吨的危险品运输罐车（江 A3349、江

A6589,、江 A8475），驾驶员是张军、王超、赵进。我和龙翔公司张总关系不错。年初时

候，他有一次吃饭和我说他们公司生产过程中有大量副产品盐酸，问我有没有兴趣倒，可

以按市价（批发价）七折给我优惠。当时安州盐酸市场还不错，而且我也有自己的渠道，

我觉得有利可图，就和他在 2014 年 3 月 15日签了合同，约定不定期去收盐酸，再按批

发价倒卖出去。到六月份的时候，盐酸销量一下不好了，我这边收进来也不好卖了。我 7

月 1 日那天就找到张总，提出能不能中止合同。张总说现在分散型染料销量好，工厂里面

正在开足马力生产，我这边不收的话龙翔那边库存压力太大了。当时他就说，“盐酸生意肯

定还会好起来，你要是现在不收了，以后外面找你要货你拿不出来，你的生意就不好做

了。”他还说“合同就是合同，你不收就是违反合同。”他用合同威胁我。看我仍然有难

色，他就说：“这样吧，干脆我们这边给你每吨盐酸补 30元，就用现金结账，你到时拿运

输发票或者油票来平账，这样先维持着，你那边也不吃亏，我们这边库存压力也小点。”我

也没有办法，只好说：“张总，您太够意思了。就是这盐酸拉过来，我这边仓库也装不下

啊，没办法处置啊。”张总说，“老赵，你都说我这很够意思了，再说合同也不能说改就改

啊。盐酸给你了就是你的事了，你就看着办吧，能卖就卖，不能卖就处理掉。你怎么着都

赚钱。”我们就这样口头商量好了，后来我就叫张军继续过来拉了。 

问：那为什么要把盐酸往河里倒？什么时候开始倒的？具体怎么操作的？ 

答：后来七月份开始，盐酸生意就彻底不行了，价格低也卖不出去多少，我这边的仓

库很快就没地方装了。看到有些企业常常偷偷往河里倒，也没有人管，销售方也都知道这

种做法。我就和张军等人商量，干脆把盐酸处理掉。其实在 5 月份库存太满的时候我也让

张军开他车出去倒过 3 车，有的倒到河里，有的倒到洼地里。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胆

子就大了，估计晚上偷偷倒也没有什么危险。所以我随后就开始让张军等人开车晚上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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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出去，到安西运河红卫码头西边、安西运河安定桥东边、安西运河安东码头西边往河里

倒盐酸。具体方法就是把罐车开到河边，用管子把盐酸排到河里。有时候就干脆从厂家拉

来，直接就倒了。2014 年 10 月 24 号，张军在安定桥东边排的时候被环保大队的人发现

了，然后我很快也被控制了。 

问：一共向河里倒了多少吨盐酸？ 

答：这个记不清了，我们也没做账。除了之前卖的，就是把原来 7 月份以前的一部分

库存和七月份以后的大部分倒进去了，后来又卖了一点。其他的有地方放的就留在仓库

里，仓库里现在还有 820 吨。 

问：龙翔化工那边为什么要补贴你 30 元每吨的费用？ 

答：因为他们自己按照正规程序和标准处置盐酸，费用肯定又高很多，而且这些盐酸

又卖不掉，他们厂里又胀库，所以他们宁愿倒贴钱给我也划算。 

问：龙翔化工是否知道你们有无处置盐酸的资质和能力？ 

答：他们倒也没有直接问过我，但是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没有处置盐酸的资质和能力。

处置盐酸要买很多技术设备，费用比龙翔给我们的价格高多了，我们这种小公司怎会有这

些设备和投入。我们这类小厂都是靠龙翔这类大厂存在，都心知肚明。 

问：龙翔化工是否知道你们到底是如何处置盐酸的？ 

答：当然没有跟他们直接说过，但是他们应当知道，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小厂都会这样

做，偶尔库胀就往河里排一车，盐酸一经稀释也不会被发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本地行业

的潜规则，不用说就都知道。 

……（略） 

 

附件 10.安州市福喜养殖场渔业资源损害评估报告 

评估单位：安州市渔业协会 

评估日期：2014 年 8 月 20 日 

相关信息（略） 

死亡鱼类 损失数量（公斤） 市价（元/公斤） 总价值（元） 

鲢鱼 843.5 22 18557 

鲫鱼 1120 25 28000 

鳙鱼 850 23 19550 

鳊鱼 475.5 20 9510 

总计 3289  75617 

备注：价格按照当地物价平均水平计算，由安州市物价局认证。 

 

附件 11. 安州市安西运河 10.24 盐酸倾倒事件环境污染损害技术评估报告（环境科学学会

出具） 

委托单位：安州市环境保护局 

委托日期：2014 年 11 月 1 日 

委托事项：对安州市安西运河 10.24 盐酸倾倒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进行评估 

委托方提供的材料：1.安州市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2.安州市环境监测站出具

的水质监测采样记录；3.安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所出具的委托检验抽样单；4.安州市产品质

量监督所出具的检验报告；……（略） 

一、现场勘查和调查（略） 

二、河流水体监测数据 

日期 河流名称 采样地点 时间 流速 m/s PH（无量 其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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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向西） 纲） 项目

（略） 

2014年 11

月 2日 

安西运河 红卫码头

西侧 200

米 

15:45 0.3 3.72  

安西运河

安定桥东

侧 50米 

16:20 0.3 1.57  

安西运河

安东码头

西侧 20米 

16:45 0.2 3.01  

2014年 12

月 15日 

安西运河 红卫码头

西侧 200

米 

15:00 0.2 7.97  

安西运河

安定桥东

侧 50米 

15:30 滞留 6.52  

安西运河

安东码头

西侧 20米 

17:00 0.4 7.97  

    三、排放物质检测结果 

安州市龙翔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取样时间 取样位置 PH 

安州市龙翔化工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3日 副产品盐酸槽罐 

（尾气吸收液） 

PH＜1 

四、检测结果分析 

1.河流水体监测数据显示：安西运河河水 PH 值出现异常，基本上都小于本底值，最

低降至 1.57。这种结果显然是由于大量盐酸进入运河，使水体各区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

染，样品表现出明显的酸性特征，表明盐酸倾泻对安西运河造成了污染，水环境受到破

坏。 

2.《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腐蚀性鉴别》（GB5085,1-2007）鉴别标准 PH≤2.0，确定

龙翔化工有限公司等有关企业的副产品盐酸属于危险废物。 

五、环境损害评估的依据 

根据倾倒物特性和水文资料，受污染水体由于安江潮汐水及降雨的冲刷产生的中和、

稀释作用，逐步削减了倾倒物的酸性污染，使环境水体恢复到最低的 PH （PH 值=6），因

此，可采用两种定损方法来确定环境损害值：一是以所损害的水资源来确定环境损害值，

二是以盐酸的污染特性，按照国家环保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

见》（环发【2011】60 号）中《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 I 版）中“土地和

水资源参照单位修复治理成本”表中的化学恢复技术（化学氧化），计算此次环境污染损害

值。 

六、环境损害计算  

（一）实验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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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确定安西运河水体中和、稀释酸液的数据，安州市环境监测站根据安州市环境

科学学会制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1．试验方法（略） 

2．实验结果 

从试验结果可以得知： 

将 1 吨 1%HCl 溶液的 PH 值调整到 6需要 186.7m³长江水 

3．当地水资源价格 

根据安州市价格认证中心提供的价格证明，水资源（地表水）2013 年 12月—2014 

年 12 月价格为 0.2 元/m³ 

4．损害值计算 

损害费用=盐酸量（吨）×盐酸计损浓度（%）×中和 1%酸度所需长江水量计算值（m³

/吨）×水资源价格（0.2 元/m³） 

5.损害费用 

企业

名称 

倾倒物

种类 

倾倒数量

（吨） 

酸度（%） 企业

控制

浓度

变化

值 

计损浓

度（%） 

每吨损

害费用

（元/

吨） 

损害费

用（万

元） 

备注 

龙翔

化工

有限

公司 

废盐酸 （略） 32.8 30%

正负

2% 

28% 1045.52 （略）  

（二）治理成本法计算 

倾倒的盐酸酸度高，PH 值小于 1，属于危险废物，又含有其他污染成分，处理难度

大，费用高。参照《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 1 版）中化学修复技术中化学

氧化法的单位治理成本 700-4000 元/吨，根据同类型盐酸污染治理的工程经验，按保守计

算，取 700 元/吨作为定损基准费用，则环境损害赔偿费用计算费用为： 

企业

名称 

倾倒物

种类 

倾倒数量

（吨） 

酸度（%） 企业

控制

浓度

变化

值 

计损浓

度（%） 

每吨损

害费用

（元/

吨） 

损害费

用（万

元） 

备注 

龙翔

化工

有限

公司 

废盐酸 （略） 32.8 30%

正负

2% 

28% 1045.52 （略）  

七、环境损害结论 

根据案情和倾倒地表水及盐酸样品监测结果，盐酸倾倒对安西运河和安江水体均造成

污染。本报告从消耗长江水资源削减酸性污染和污染物工程治理两个角度进行了评估。由

于案件持续时间长、倾倒的废酸数量大、次数多、勘查检测之后，考虑到盐酸的特性和实

际发生的污染削减情况及污染程度与所倾倒盐特性的关联性。专家组倾向于采用第一种试

验值的计算方法，即污染损害费用为（略）。 

 

附件 12.《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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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第 8 条 合同双方保证各自的生产经营活动得到相应法律批准，并依法从事各自 

的经营活动。  

第 9 条 合同双方各自对己方的经营行为负责，不得借口本合同将各自独立承担 

的法律责任转嫁给对方。  

……（略） 

 

附件 13. 龙翔公司开具给四海公司盐酸发票统计表 

序号 日期 数量（吨） 单价（元/吨） 金额（元） 备注 

1 2014.3.20 1100.82 15 16512.3  

2 2014.4.3 560.41 12 6724.92  

3 2014.4.11 913.7 10 9137  

4 2014.4.20 1143.98 10 11439.8  

5 2014.4.30 959.2 10 9592  

6 2014.5.20 846.9 9 7622.1  

7 2014.6.01 945.93 10 9459.3  

8 2014.6.20 1073.87 8 8590.96  

9 2014.7.3 700.25 5 3501.25  

10 2014.7.15 841.3 7 5889.1  

11 2014.7.28 916.5 7 6415.5  

12 2014.8.13 568.15 6 3408.9  

13 2014.8.24 955.5 5 4777.5  

14 2014.9.10 794.3 5 3971.5  

15 2014.9.25 808.5 5 4042.5  

16 2014.10.11 700.5 4 2802  

17 2014.10.20 750 6 4500  

总计  14579.81  118386.63  

 

附件 14. 四海公司销售记录 

序号 日期 数量（吨） 单价（元/吨） 金额（元） 备注 

1 2014.3.25 950 20 19000  

2 2014.4.6 670 20 13400  

3 2014.4.15 700 22 15400  

4 2014.4.25 800 20 16000  

5 2014.5.15 600 15 9000  

6 2014.5.26 450 13 5850  

7 2014.6.7 300 10 3000  

8 2014.6.19 460 8 3680  

9 2014.7.25 200 5 1000  

10 2014.8.13 100 5 500  

11 2014.9.10 400 5 2000  

12 2014.10.13 300 5 1500  

总计  5930  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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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2013 年安州市环境状况公报（2013年 12月 31日发布） 

……（略） 

二、地表水 

1．全市河流水质 

……（略） 

安西运河全年整体水质达到Ⅲ类标准，与 2012 年相比，水质无明显变化，主要

污染因子为总磷、氨氮等。 

 

附件 16. 2013 年安江市环境状况公报（2013年 12月 31日发布） 

……（略） 

3．内河水质 

……（略） 

2013 年安江市主要内河中，安西运河总体水质符合地表水Ⅳ类标准，主要污染指

标为氨氮、总磷等。 

 

附件 17. 2014年安州市环境状况公报（2014年 12月 31日发布） 

……（略） 

2014 年安西运河安江段总体水质符合地表水Ⅳ类标准，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总磷

等。 

 

附件 18. 2014 年安江市环境状况公报（2014年 12月 31日发布） 

……（略） 

2014 年安西运河安江段总体水质符合地表水Ⅳ类标准，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总磷

等。 

 

附件 19. 江北省民政厅《关于 2011年社会组织年检情况的公报》 

……（略） 

因经费不足以维持正常业务活动的不合格组织：  

…… 

江北省绿色环境协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