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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24 日，西峡县法院
对该案进行了一审，法院以河南省水
产科学研究院的事故调查报告为依
据，确定爆破和大鲵死亡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确定经济损失为 1385473
元。后该案又经历了二审，二审法院
维持原判。赔偿款履行完毕后，某工
程有限公司以河南省水产研究院作
出的事故调查报告具有重大瑕疵为
由，向河南省高院申请再审，河南省
高院经审理作出了驳回再审申请的
裁定，至此案结事了。

爆破停止了，养殖场又恢复了平
静，一切看似恢复到了从前。可2017
年12月1日，养殖场再次将某工程有
限公司告上法庭。

原来，爆破施工停止后，大鲵受
到的损害却并没有随之停止。2013
年8月3日以后，养殖公司饲养繁殖的
大鲵仍持续死亡，更严重的是，本应产
卵繁殖的种鲵均未正常产卵，技术人
员采取措施后仍没有任何成效。公司
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内外交困，几乎
走入绝境。为此，养殖公司再次向西
峡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工程
有限公司再次赔偿因噪声和冲击波
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6080000元。

修路爆破致鱼死亡

养殖公司两度起诉，该咋赔？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李冬冬

大鲵俗称娃娃鱼，有重要的
科研、营养及药用价值，适宜生活
在环境幽静、水质清洁的地方。
西峡县位于伏牛山深处，生态环
境较好，是河南省政府确定的省
级大鲵自然保护区。

人工养殖大鲵在西峡县已经
成为一个产业。西峡县西坪镇有
一家大型大鲵养殖公司，该公司从
事大鲵养殖已有20余年，有养殖
场、繁殖场各一处，养殖种鲵748
尾、稚鲵 3000 余尾，价值数百万
元。

2013年春节过后，三门峡至
淅川高速公路卢氏至西坪段土
建工程开工，由某工程有限公司
负责施工。2013 年 4 月初，该工
程有限公司项目部开始在西坪
镇唐家湾进行高速桥梁桩基挖
掘爆破作业，爆破作业持续两个
多月。不巧的是，爆破作业点距
该大鲵养殖地仅百米，最近距离
为50米。

受爆破冲击波、噪声、水质
污染等多方面影响，养殖场的大
鲵开始出现停食现象，进而陆续
死亡。多次协商无果，大鲵养殖
公司遂将某工程有限公司诉至
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养殖过程
中大鲵死亡、不繁殖也是正常的，怎么
还让我们负责呢？而且也超过诉讼时
效了。”某工程有限公司很不理解。

种鲵不繁殖是否与当年的爆破施
工存在因果关系？针对双方争议，法院
对现存的200余尾种鲵再次进行鉴定。

经过全国唯一一家鉴定种鲵性腺
发育的权威机构鉴定，及双方多次辩
论、质证，法院认为，大鲵生性喜静怕
声，强声刺激在孵化时会引起胚胎发育
异常，也极易发生吐食，进而导致生长
受到抑制、延缓大鲵性腺成熟等问题。
同时，工地施工排水造成养殖用水恶
化，这种损害会持续产生，不因停止施
工而戛然而止。

“诉讼时效应自权利人知道或应
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从养
殖公司开展自救可以推定他们当时并
不知道损害会持续发生，所以未超诉
讼时效。”该案承办人、西峡县法院民
二庭庭长苏晓伟说。

2019年11月11日，西峡县法院判
决某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养殖公司损失
2226083元。二审维持原判后，该工程
有限公司主动作了赔偿。今年6月15
日，养殖公司负责人拿到赔付款后，第
一时间来到法院向法官致谢。

苏晓伟介绍，环境污染责任作
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特殊性首
先表现在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的原
则。现代工业生产及由此造成的
污染往往还涉及复杂的科学技术
问题，作为普通公众的受害人难以
证实排污者的过错；无过错责任原
则也是公平合理的民法思想的要
求，加害人大多是获利企业，理应
让其为获得利益所造成的损害承
担责任。

根据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
受害人有损害事实发生，污染者
的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
系，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都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某
工程有限公司修建高速公路，
是为了区域经济发展，有一定
的正当性。但施工噪声可导致
大鲵个体行为紊乱，妨碍其正
常进食、繁殖是事实存在的，且
两者之间有着高度因果关系。

所以，现代企业不仅要主
动承担污染侵权过后的赔偿责
任，更要反思，如何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减少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促进经济与生
态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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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者承担更多责任

●本报于2020年6月30日16版

声明里河南沣禾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更正为河南沣禾建筑安装有限

公司虞城分公司，特此公告。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杞县瑞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
由500万元减至50万元，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杞县金瑞运输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500万元减至50万元，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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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双合运输有限公司豫

LF8256营运证遗失，证号：411

102007338，声明作废。

●马铭骏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0410598305，出生日期：2014年1

月25日）遗失，声明作废。

●李欣祺《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G410685188丢失，声明作废。

●龙星凯《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U410025653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

7126453688）公章不慎遗失，编

号：4101080020350，声明作废。

●安阳市诚成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410506551608223，声明作废。

●禹州市禹铭门业门市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11081MA41Y88M

33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2011 年 11 月 8 日出生的祝

潮远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813137，声明作废。

● 2020 年 6 月
16 日 8 时许，郑
东新区物流港
河道工人驾驶
水上作业船在
众意西路东风
渠西侧清理河道时，发现一具女
尸，其身上无任何身份信息。死
者女性，身高约1.65米，年龄40
岁左右，体态中等，身穿浅灰色
碎花连衣裙，脚穿白色皮鞋。
如有失联人员，请速与郑东公安
分局林场派出所联系。联系方
式：汤警官：15713673057电话：
0371-63316110

●刘媛媛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统一代码92411328MA47T

3HB56，声明作废。

●2016年5月12日出生的任芊雅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1679514，声明作废。

●西平县帅起运输有限公司豫

QS303 挂 营 运 证 丢 失 ，证 号

411721026602，声明作废。

● 不动产权继承公告

编号：舞不动登公(2020)第021期

弯建设申请对坐落于舞阳县舞

泉镇江南名城11号楼三单元四

层405号房产，合同编号:411121

201802060003号进行继承登记。

我中心经对申请人提供的继承

证明材料审查，该房屋所有权由

弯建设继承，如有异议者，请在公

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我中心提出异议，逾

期我中心将为弯建设办理不动产

登记业务。电话：0395-7338552

舞阳县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交

易服务中心 2020年7月2日

●河南省三联商务有限公司三门
峡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4112002600062）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省三联商务有限公司安
阳代办处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4105001200038）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省三联商务有限公司平顶
山代办处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87179022）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省三联商务有限公司驻马
店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4128001602613）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濮阳市汇金中财蔬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经决定，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省三联商务有限公司周口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27001510082）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省三联商务有限公司新乡市

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07001601894）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寻尸公告

减资公告

更正公告

● 沈丘县三源色儿童潜能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公章、法人章

丢失，声明作废。

●新安县领地商贸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933

000472802，账号：0000023166

8306692012，声明作废。

●2014年1月5日出生的辛玉欣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编 号

O410838557，声明作废。

●2013年11月15日出生的张

艺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914405，声明作废。

●2018年5月14日出生的李明阳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R410906184，声明作废。

●海南启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汝南分公司（统一代码914117

00MA44TF9R5B）营业执照正

副本、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5年10月15日出生的吴紫涵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1323743，声明作废。

●汝南中汇置业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统一代码914117270689433

04E）正 副 本 、公 章（ 编 号

4128030015137）丢失，声明作废。

●2017年1月12日出生的汤月红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Q411560045，声明作废。

●2009年6月9日出生的王钧

涵 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950813，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