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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10 月 14 日电（记者王贤 李
思远）历经 3 个月的缜密侦查，长江航运公
安局日前成功破获一起由交通运输部公安
局挂牌督办的重大环境污染案，初步核实污
染长江环境的含有重金属有毒物质的固体
废物 4400 多吨，涉案金额约 30 万元，抓获涉
案犯罪嫌疑人 6 名。

据长江航运公安局介绍，今年 5 月 31
日，接群众举报，长江航运公安局九江分局
民警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江边的某码头
堆场处，发现 2 大堆用塑料布盖住的黑色不

明废弃物（约 1000 吨），气味刺鼻，距离江水
仅 20 多米。民警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废弃物
很可能会对长江生态环境造成污染，迅速提
取样本送至环保局。经环保部门多次检测，
确认该废弃物为含有重金属的有毒物质。

案情重大又涉及长江环保，九江分局立
即抽调精干民警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交
通运输部公安局亦高度关注，将该案列为挂
牌督办案件。

经过大量摸底调查，专案组民警了解到
另一码头老板胡某也接到过肖姓和李姓男子

欲将同类废弃物堆放其码头的请求，于是顺
藤摸瓜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肖某，并于8月8日
1时许在南昌市区一娱乐场所内将其抓获。

经审讯，肖某如实供述了其违法犯罪事
实：浙江某热电厂生产过程中产出大量有害
废弃物质，需进行环保处理。并未具备相关
资质的李某为获取暴利，非法从该热电厂承
接废弃物，在收取热电厂处理费后，寻找到
下家江西九江人黄某和舒某。黄某和舒某
二人又找到湖北武穴人肖某，肖某再与湖北
黄梅长江岸边的码头接头，形成了一条层层

转包、环环获利的跨省非法转运链条，并最
终将六船总计 4400 多吨含有重金属的废弃
物非法堆放在长江岸边，对江边的土地和长
江环境造成污染。

目前，主要犯罪嫌疑人肖某已被依法逮
捕，其他涉案人员亦被依法处理。

长江航运公安局局长朱俊对此表示，此
前跨省倾倒固废的案件都发生在长江下游，
近些年有沿江向中游转移的趋势，航运公安
将持续对类似的违法行为予以强力打击，对
污染长江生态环境的行为“零容忍”。

4400多吨固废沿江非法倾倒
长航公安成功破案抓获6人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14 日 电（记 者 鲁
畅）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13 日晚通报
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医生被患者
家属殴打案件的处理结果：10 月 13 日，西
城警方对殴打医生的郑某宇依法刑事拘
留，考虑到郑某蕊系在校大学生，且对自
身行为真诚悔过，并得到了医生的谅解，
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西城警方通报，2018 年 9 月 22 日 21 时
50 分许，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发生一起妇产

科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案件，经过前期工

作，认定了案件事实。产妇孙某（女，44
岁，北京人）在北大医院妇产科待产，因已

超预产期，就能否剖腹产问题，产妇丈夫郑

某宇（男，46 岁，北京人）在诊室外走廊处

拦住当日值班的妇产科医生赫某某，要求

解决。赫医生在解释过程中，郑某宇情绪

激动，突然挥拳击打赫医生，赫医生被迫还

击，被现场其他人员劝开。随后，郑某宇的

妻子孙某和女儿郑某蕊（女，19 岁，北京
人）闻讯赶来，郑某宇和郑某蕊再次对赫医

生进行殴打，因考虑孕妇人身安全，赫医生

始终保持克制，未予还手，后被现场医务人

员及其他患者家属拉开。
西城警方认为，郑某宇、郑某蕊父女二

人妨碍值班医生正常工作、并对医生进行
殴打的行为，既侵犯了医生的人身权利，也
影响了正常医疗秩序。

据悉，产妇孙某在事发后第二天在医
院产下一女，身体状况不稳定，需要亲人照
顾，警方在法定办案时限内，对郑某宇、郑
某蕊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上进行了适度考
量，对此，赫医生表示体谅。

湖北首次对河道采砂进行立法规范

要求健全问责等制度
明确采砂总量控制
新华社武汉 10 月 14 日电（记者黄艳）近日，湖北省第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河道采砂管
理条例》，该条例将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湖北省
首次对河道采砂进行立法规范。

河道采砂事关河势稳定、防洪安全和通航安全，也事关
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据介绍，条例围绕当前采砂管理
主要问题和难点，其中明确，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基础
上，将河道采砂管理纳入河湖长制管理，要求健全河道采砂
管理的督察、通报、考核、问责制度。

尤其在落实总量管理方面，明确采砂总量控制。该条例

要求地方实际审批的年度采砂总量不得超过年度采砂控制总

量，每一可采区实际审批的年度采砂量不得超过该可采区的

年度采砂控制量。同时，强调规划和许可分级负责，河道采砂

许可必须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平竞争的方式实施等等。

同时，该条例规定还将加大对“非法采砂”惩处力度，包
括增加对非法采砂船舶（机具）、运砂船舶(车辆)以及非法采
运的砂石采取扣押强制措施的规定；提高非法采砂罚款额
度，设定了 3 万元以上至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未持有合格
检验证书、登记证书、必要航行资料的采（运）砂船舶（机具）
在河道违法采砂的，予以没收。

湖南针对“污染反弹”等问题

集体约谈13市州政府
新华社长沙 10 月 14 日电（记者史卫燕）近日，湖南省对

13 个市州政府存在的“污染反弹”“推进不力”“标准不高”
“敷衍整改”等问题开展集体约谈。

据了解，此次约谈是湖南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 13 个市州政府在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反馈问题
及交办信访件指出的问题等整改过程中进行的。

会上通报了一批问题，如：益阳市大通湖水质下降，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部分尾矿库排水重金属严重超标，娄底市
伯菲特锑业有限公司整改不严不实，郴州市嘉禾县中雄铸造

厂非法堆存危险废物等。

约谈要求，对本次通报的所有问题分类采取强有力的整

改措施。如对在自然保护区内采矿的企业，必须按照“六个

不留”的要求整改到位；对随意露天堆存的危险废物，必须采

取强有力的措施全部处置到位；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的建设，

必须加快建设进度，有实质进展。

据悉，湖南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

期将到市州开展专项核查，特别是对危废处置、自然保护区

采矿等问题，将由省直相关单位领导带队开展驻点督导，对

污染反弹、重复投诉的，从严处理。

南京重点督查滴滴和美
团不合规车辆整改情况

清退近20万辆
违规网约车

据新华社南京 10 月 14 日电（记者杨

绍功）记者从南京市交通局客管处获悉，

近期，当地交通和公安部门重点对滴滴和

美团两家平台公司不合规车辆整改情况

进行了督查。过程中，两家平台提供的信

息显示，共计清退不合规车辆近 20 万辆。

10 月 10 日以来，南京交通和公安部

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在南京取得运营

资质的 7 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就依法运营

情况开展检查。检查中，滴滴平台公司提

供了共 161151 辆不合规车辆的已清退清

册，美团平台公司提供了共 38000 辆不合

规车辆的已清退清册。据此，两家平台公

司宣称清退的车辆已达 199151 辆。

然而，检查组发现，两家平台公司均

存在已受行政处罚的车辆仍未被清退的

问题。目前，两家平台公司已承诺在 10

月 18 日前完成南京市场上全部受查处车

辆的清退工作。检查组还发现，部分平台

公司仍存在给未取得资质的车辆及人员

提供网约出行派单服务问题。检查组今

后将常态化进驻平台公司，督促平台公司

及时清退不合规车辆和人员，对到期未完

成整改内容的平台公司将加大处罚频次。

看图说事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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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海南鑫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曹秀丽、田海、严俊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琼劳人仲案字〔2018〕第 152-154 号），现已作出裁决。因
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
（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南路 25 号，联系电话:0898-65311325）
领取仲裁裁决书（琼劳人仲裁字〔2018〕第 263-265 号），逾
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10 月 15 日

公 告
翁丽丹：

本委受理的你与海南我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琼劳人仲案字〔2018〕第 485 号），因你经本委合法通知，无正
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本委决定：按申请人翁丽丹撤回仲裁申请
处理。因无法送达你处，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海
南省海口市和平南路 25 号，联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仲
裁决定书（琼劳人仲决字〔2018〕第58号），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10 月 15 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海南一品果业贸易有限公司：

原告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诉被告海南
一品果业贸易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琼0105 民初6406 号民
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诚信诉
讼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一及证据材料，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2月31日上
午9：00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 0 一八年十月九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8)琼 0105 民初 3289 号

黄世友：
原告海口万佳丰裕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琼0105民初32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一、被告黄世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海口万佳丰裕农
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7330元；二、被告黄世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海口万佳丰裕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
6733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自2017年3月3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
年利率24%算）；三、驳回原告海口万佳丰裕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 0 一八年十月十一日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
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执法的意见》，严格禁止

“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懒政、敷衍做法，坚
决避免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借口紧急停工停业
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在环境治理中严禁

“一刀切”，生态环境部的新规赢得舆论点赞，
也为规范环境执法划定了行为边界。

生态环境领域的积极变化，与各地的贯
彻落实是分不开的。但在雷霆万钧的治污
行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突出表现就
是在执法过程中出现过激和偏差，在特定时

段把企业简单地一关了之。一些不分青红
皂白、没有轻重缓解的运动式执法，不仅扭
曲了环境治理的本义，损害了环保督察的公
信力，更误伤了那些积极配合治污的企业，
给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

应该看到，为了避免层层落实过程中的
“边际递减”现象，越是延伸到基层，越是需要
从上到下拧紧发条、传导压力。但传导压力、
担当责任，不是要一级一级压缩时限，最后异
化为胡子眉毛一把抓的“一刀切”式执法。如
果武断地实行停工停业停产，让环保达标企业

无辜陪绑，跟着“躺枪”，会挫伤企业实施环保
改造的积极性，客观上纵容一些排污企业“互
相比坏”，形成逆淘汰。生态环境部出台的新
规，目的就是要禁止这种简单粗暴的执法行
为，让环境执法更加尊重规律、更加遵守规范。

环境问题牵涉面广，既关系一个地方的经
济发展，也关系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承担主体
责任，需要把握生态环境工作的复杂性和内在
规律，需要把握经济增长规律、企业发展规律
和环境保护规律，绝不是无视规律的运动式执
法，更不是“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的盲目一刀

切。改革争在朝夕，落实难在方寸。更好统筹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更好把握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规律，才能提高落实主体责任的能力，
更好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执法首先要合法，“雷霆手段”要禁得住
法治推敲，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杜绝“一
刀切”的做法，通过市场、法律等手段，倒逼
一些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形成环保的内生动
力；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开辟新的
发展路径，最终才能让蓝天常在、青山常在、
绿水常在。 （人日）

社区邻里纠纷
10 月 10 日,浙江宁波一小区内发生持

刀伤人事件,致 3 死 1 伤。嫌疑人王某某
被当场抓获。王某某因邻居陈某家养的
狗常吠影响其睡眠,多次交涉未果,心存怨
恨,双方均未曾向有关部门反映和报警。
事发当日,他与陈某交涉未果后,回家取刀
捅向陈某及其丈夫、女儿、母亲。

对于邻里纠纷等小矛盾,有关部门不
能等闲视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职责,
能调和的调和,不能调和的果断制止、惩
戒违法行为,进而倒逼人们敬畏规则,尊重
他人权利。 （法日）

10 月 10 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山西
省晋中市祁县非法加气点问题，有了最新进
展：4 个非法加气点，当晚被全部取缔，公安
机关已控制相关涉事人员 13 人。另外晋中
市纪委监委同步启动问责程序，连夜调查取
证并作出处分决定，对祁县分管副县长给予
严重警告，建议免职。

考虑到非法加气点的现实风险，此举颇
具警示意义。非法加气点有时候无异于定
时炸弹。当地多个非法加气站就是个液化
天然气低温运输车，其气体保存、加气过程
都好不规范。稍有纰漏，后果都不堪设想。
2016 年 6 月，祁县某加气站内就曾发生共造

成 3 人死亡的爆炸，已是殷鉴在前。当时山
西晋中安监局就查明，当地县安监局和环保
局弄虚作假，提供伪造证明。

为了消除与非法加气站伴生的高风险，
加气点从选址、立项到建设等各个环节，都
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严格审批和验收。鉴
于此，查处当地非法加气站除了要追究经营
者的责任，还要严查其到底是如何绕开层层
监管的，日常监管又为何未能将非法加气点
及时消除。结合过往案例不难发现，加气点
监管上的失范，通常存在两个方面的“漏气
点”：一是个别部门重视不够，习惯性卸责、踢
皮球。此次有举报者向祁县相关部门投诉，

当地安监局把皮球踢到了住建局，而住建局
则干脆说这事不归他们管。二是，管理部门
中可能有“内鬼”为非法加气点提供保护伞。
当地有非法加气点工作人员直言，“逮住也不
怕，人家有关系的，有人就没事。”这也与当地
相关部门的敷衍塞责姿态形成了呼应。

说到底，隐患重重的非法加气点在当地
国道旁公开经营，看似是市场失范，实则指
向了监管层面的漏洞。随着新能源使用需
求进一步扩大，各地显然应提前扎紧监管藩
篱，别让非法加气站趁着“监管漏气”的空当
潜入市场，不可任由其变成公共安全“黑
洞”。 (新京)

“雷霆手段”要禁得住法治推敲

监管非法加气站不能“漏气”

事发现场事发现场

北京警方通报北大第一医院妇产科医生遭殴打案处理结果

1人被刑拘1人取保候审

（上接 1 版）委托快速执行冻结账户，他见
证了执行办案的条件巨变。

带病坚守执行一线

记者看到，在方国强的办公桌前，案
宗文件袋一摞摞堆着，墙面上还歪歪斜斜
挂满近期正在受理的案件。在每一起案
宗文件袋背面，方国强用笔详细记录了案
由、申请人、被执行人等详细情况。“特别
是申请人与被执行人的联系电话，我这样
记在上面，方便查找。”

方国强向记者翻阅他手机里储存的
信息，有些是近几天的，有些是几年前的，
大多数是与案件当事人的联络信息。“有
些信息不能删，怕有时候案子有需要。”记
者发现信息内容五花八门，有的语气态度
强硬，有的委婉恳求，但是更多的是表示
感谢。

“ 他 是 个 老 法 官 ，但 为 了 提 高 办 案
效率，依然学习运用计算机知识，常向
年轻法官请教电脑、手机知识。”该局法
官黄燕告诉记者，她从书记员到法官的
每一步成长，离不开方国强的教导，特
别是他对办案节点的严格要求与把握，
值得学习。

黄燕介绍，方国强荣获过省级“先进
个人”“优秀法官”“执行工作调解能手”等
等荣誉。“尤其是这几年他身体不太好，我
们劝他很多事情可以交给年轻法官来做，
但他依然坚持同年轻干警们一样，奋战一
线。”

“生病后，法院领导对我特别关照。
越是这样，我越想继续做好本职工作，棘
手的案子要反复琢磨寻找突破口。看着
一个个案件在自己手中顺利执结，我也就
满足了。”方国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