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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FZ

看图说事FZ

今年7月，湖南长沙天创环保公司将未经
处理的污水通过排污口直接排入当地的河
流，尽管时间只有 1.5 小时，但已经造成严重
污染。当地环保部门对这家公司作出 100 万
元的行政处罚，企业和当地环保机构疏于职
守的相关责任人也受到当地公安和纪检监察
部门的行政拘留和记过、诫勉谈话处理。

一家企业产生污染事故，当地环保部门
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
事情至此似乎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是，一家
远在北京的民间环保组织却认为，天创公司
光是交罚单还不够，还需要承担生态修复费

用。为此，这家环保组织对天创公司提起了
公益诉讼，向其索赔 500 万元生态修复费
用。近日，此案已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法院将择期作出判决。

在当地已经对这起污染案作出处理后，
长沙市中院能够受理一家民间环保组织的
公益诉讼，充分体现了法律对环境保护的重
视。这家环保组织远在北京，按理说，它并
非这起污染事故的直接受害者，但是我国法
律规定，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
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
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

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
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对于这起公益诉讼，法院会作出什么样
的判决，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这起案例对企
业和民众来说，已是一堂生动的环保教育
课。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是我国的重要
目标，以前那种无视生态健康的野蛮做法，已
经失去市场。但是，在利益的诱惑下，仍有一
些企业“顶风作案”，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
济数据，有时也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与污染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
方发起公益诉讼，对污染企业有着强大的威

慑作用。公益诉讼的发起者，行使的是一份
社会责任，理应得到支持。这个案例告诉我
们，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成员，既可以是
直接的受害人，也可以是并无直接利害关系
的人，任何组织或个人为了维护社会利益，都
可把侵害公共环境利益的企业推上被告席。

此案由远在北京的民间环保组织提起
公益诉讼，并没有受到当地政府的阻挠，这
也体现了政府行政观念的进步。我们希望
有更多的环保组织，以具体的案例唤醒整
个社会的环保意识，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与进步。 (中青)

该治一治违规人员
耍官威的病

微博名为“交警刘亮辰”12 月 2 日 16 时 24 分发布帖子

称，据网友爆料，广西南宁市因马拉松比赛，交警部门对部分

道路进行交通管制，但一辆车身有海关字样的小轿车试图强

行通过，被交警拦截。车上人员下车后质问并辱骂交警，并

口出“我工作的时候你们连开裆裤都没穿”“把你们领导找

来，你们局长都是我部下”等言论。南宁市邕州海关 12 月 2

日晚间通报称，针对网传南宁两名男子驾海关标识车辆试图

强行通过交通管制路段遭拦截后辱骂交警一事，该海关获知

情况后，已与交警部门联系沟通了解情况，并对其工作人员

不当语言表示歉意。目前，该海关正积极配合公安部门进行

处理。

虽然事件的起因以及具体经过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海

关人员试图驾车强行通过管制道路并出言不逊，无疑是再明

显不过的耍官威。在法治社会，即便海关人员是在执行监管

任务，也不能成为违反交通管制、破坏道路秩序的理由。即

便有关交警言辞不当，当事人也不应以干扰执法的方式抗

议。希望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好好治一治违规人员耍官威的

病，更希望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以此事为鉴，彻底根除身上的

特权思维。 （新华）

民生改革需要
更多“小棉袄”

日前，浙江通过《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
以地方立法让“数据共享”代替“群众跑腿”。此前一天，公安
部宣布居民身份证相片可“多拍优选”等多项便民新举措。
这些改革措施犹如冬日里的“小棉袄”，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
到了温暖。

民生无小事，深化改革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针对这些堵
点痛点难点，进行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不断优化政府
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事事、时时、处处都能感
受到民生温暖。民生温暖，需要洞察小处细节的眼力。

人民群众关注改革看的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取消多少审
批事项、简化多少办事流程，还要切身感受办事究竟方不方
便。这就需要抓小处、重细节，真正着眼于人民群众衣食住
行、生老病死等日常生计，从满足群众的一个一个诉求做起，
持续不断给民心“升温”。民生温暖，需要“丈量大地”的脚
力。高高在上的傲气、推诿扯皮的官气、惯于享受的娇气换
不来工作的底气和在群众中的人气，只有放下官架子、走出
院子、迈出步子，才能制定出有温度、有力度的民生举措。

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切实把事关群众的事做
细做好，民生改革需要更多“小棉袄”。 (光明)

自欺欺人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了湖南

省长沙市金融办原副主任周练军严重违
纪违法案剖析，其大搞封建迷信的细节被
公之于众。从 2012 年至 2017 年，周练军
多次开公车携家人赴南岳衡山、宁乡回龙
山等地的庙堂烧香、求神、拜佛、抽签，并
将求得的 10 张所谓的“吉签”随身携带。

周练军一边违法违纪搞腐败，一边求
神拜佛求心安，这些荒唐之举是自欺欺人，
待到锒铛入狱后才追悔莫及。 （法日）

依法严惩信用卡
恶意透支

日前，“两高”联合下发《关于修改〈关

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

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上调。

当今社会，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等诈

骗犯罪频发，不但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

还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这无疑是

对法律和执法部门的挑战。“两高”联合下

发《决定》，对信用卡恶意违法行为进行严

厉打击恰逢其时，理所应当。

《决定》明确，恶意透支数额在 5 万元

以上不满 50 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196 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 50 万元

以上不满 500 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196 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 500 万

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196 条规定

的“数额特别巨大”，并明确恶意透支信用

卡超 5 万元入刑最高可判无期徒刑。此次

调整不但让执法者有法有据可依，而且还

能起到强力的震慑和警示作用。

《决定》对什么是“恶意透支”也作出

进一步明确。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经发卡

银行两次有效催收后超过 3 个月仍不归还

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196 条规定的“恶意

透支”。这就给执法准确提供了便利，不

至于漏判或误判，导致法律作用打折。还

能让所有信用卡用户做到心中有数，以正

确规范使用信用卡。 （人法）

近日，女艺人毛俊杰通过微博指责深圳
海关，声称在深圳湾口岸过关时遭遇了海关
工作人员的“无礼对待”和“刁难式检查”，
并称“过程持续一个多小时”。事后，海关
人员公布了毛俊杰行李被抽检时的监控视
频，证实真正的检查过程其实只有 9 分钟。
且由于毛俊杰当时急于离开，导致其成为重
点查验对象。12 月 1 日，毛俊杰发文向深圳
海关工作人员致歉，还表示会认真学习安检
知识。

据说，毛俊杰发微博后迅速引发网友 1.5
亿阅读量，评论多达数万条，她还因此上了
热搜榜。这不免让人怀疑，毛俊杰是不是借
题炒作。不管是不是借题炒作，其歪曲事

实 、诬 陷 海 关 人 员 的 说 法 ，都 是 在 自 毁 形
象。这对其他公众人物也是一种警示。

从海关公布的视频及情况说明来看，海
关查验没有任何不妥，反而是毛俊杰在海关
查验过程中多番表现出不耐烦，而且还在禁
止拍照区域拍照，并将照片发布至网络。毛
俊杰不仅过关行为不当，在网上公开抹黑海
关人员更不合适。对此，虽然海关方面没有
表态要追究她诬陷的法律责任，但网友评论

“一边倒”地质疑她不懂法。
从公众人物的角度来说，不要错误地认

为自己是著名艺人就应该享受特殊待遇。
在执法人员的眼里，艺人与老百姓并没有什
么区别。另外，艺人不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诬陷执法部门。如今，执法环境越来越透
明，公共场合安装有摄像头、执法人员也多
配有执法记录仪，一般来说执法人员不敢对
老百姓故意刁难和拖延时间，因为一旦老百
姓有投诉，有关方面就会调取监控视频，继
而依法追责。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讲，想诬
陷执法人员也不是那么容易。

公众需要理性追星，因为很多艺人表现
出的傲慢习气，完全是社会给惯出来的。艺
人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都会产生
示范作用，更应该慎言慎行。当然，对艺人
不当言行，该追责时应依法追责。希望艺人
们多学习海关法等法律，积极配合海关查
验，才能避免被打脸的尴尬。 (法日)

环境公益诉讼是堂生动教育课

法治面前艺人没有特殊待遇

农村的社会宗教现状

民众信仰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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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信仰佛教、道教、伊斯
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的信众登记在册的有上亿人。

在中国，依照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既有信
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所有正常的宗教活
动受到宪法的保护。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
都建立了各自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组织，独立自主地管理宗教
事务。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占中国人口一半多农民的宗教信仰问题更值得关注。

我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起源于原始信仰，受万物有灵思想
影响，早期崇拜对象涉及万事万物，且出现多种信仰并存的
现象，各种信仰之间相互兼容。 这种多种信仰并存的现象
已成为中国宗教信仰的一个显著特点。国外学者认为：“流
行于欧洲和东亚的观念分歧的一个严重的事例，就是在中
国，有许多人属于两种或三种宗教这一事实。”当前我国农村
地区农民的宗教信仰普遍延续了这一特征。不少地方的宗
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皆有，还有广泛存在的民间
信仰，宗教信仰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 （海南无邪岛）

村民被蜱虫叮咬后死亡

2017 年 5 月 18 日，阜康市上户沟乡小泉
村村民介某在放牧时不慎被蜱虫叮咬，因

“血脓毒症”不治身亡。家人整理介某遗物
时，发现了一份保额为 3.3 万元的意外伤害
保险单。之后，其家人拿着这份保险单要求
某保险公司赔偿遭拒，介某的家人将保险公
司诉至阜康市人民法院。

审理中，保险公司认为，蜱虫叮咬不会
直接致人死亡，而蜱虫体内病菌会引发感
染，并由感染导致生病。介某是因疾病死亡
的，不符合保险条款中对意外伤害的定义。

而介某的家人认为，介某生病死亡是被
蜱虫叮咬所致，而蜱虫的叮咬对介某来说是
突然的，非本意的，应归属于意外伤害事件。

法院支持死者家属索赔诉请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蜱虫叮咬致死是否
属于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

在介某家人提供的保险合同中关于意
外伤害的解释为：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

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的客
观事件，并且以此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
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伤害或者身故。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首先明确事
故发生的近因。介某所患“血脓毒症”是在
其被蜱虫叮咬后经过了一定的潜伏期发生
的，导致该症的直接原因系蜱虫叮咬，然后
感染，最终导致死亡。上述因果关系链条中
从最初的原因发生到结果发生是完整、紧密
的，蜱虫叮咬作为整个环节的启动因素，亦
应当成为死亡结果的直接原因。

其次，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不同。介某的
家人初步证明了介某是由于蜱虫叮咬后引
发疾病死亡。根据公平原则，综合考虑当事
人的举证能力，保险公司应对介某并非由于
蜱虫叮咬致死，或介某是因其他疾病死亡等
承担举证责任。

因此，法院认为，根据已有资料，介某被
蜱虫叮咬后染病身亡，应属于保险合同中约
定的意外伤害致死。

据此，法院遂依法支持了介某的家人获
得保险赔偿的诉讼请求。 （新法）

贵州省贵阳市一男子谎称自己公司的
理财产品利润高，向女友推荐，骗女友花 15
万元购买。拿到钱后，该男子将伪造的购买
合同交给女友，将钱用于炒期货。近日，贵
阳市云岩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该男子有期
徒刑 4 年，并处罚金 5000 元；违法所得将继续
追缴，发还被害人。

阿建（化名）是贵阳一家保险公司的业
务员。在几年前的一次聚会中，阿建认识

了女孩熊某，二人很快就确立恋爱关系。
2016年8月，阿建谎称自己所在的保险公

司推出了一种叫做《稳利盈》的理财产品，利
润高、回报大，向女友熊某推荐该理财产品。
经不住男友的极力推销，熊某终于同意了购
买。于是，将 15 万元转给阿建用于购买该理
财产品。后阿建伪造《稳利盈》的购买合同
及保险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并将虚构的
合同交给熊某。自己则将到手的 15 万元用

于炒期货。2017 年底，熊某无意中得知了该
保险公司根本没有这种理财产品，才知道自
己上了当，于是报了警。2017 年 11 月，阿建
因涉嫌犯诈骗罪被警方逮捕。案发前，阿
建归还了熊某 2.26 万余元。

云岩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阿建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 12.74 万余元，
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故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贵都）

展会上发现
设计专利被侵权
沃尔沃公司起诉索赔胜诉

近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上
海知产法院）就原告沃尔沃·拉斯特韦格纳
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沃公司）起诉的两起侵
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

汽配外观设计专利被侵权

2012 年 9 月，沃尔沃公司向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名称为“后
视镜”“车辆前板”的外观设计专利（以下
简称涉案专利），并获得授权。

原告称，其发现被告江苏威菱部件公
司和丹阳市威菱汽配公司在 2015 年、2016
年展会上均展出了侵害原告涉案专利权
的产品，遂两次向两被告发出律师函，两
被告均出具确认书，承诺停止侵权，但均
未实际履行，且之后继续在其网站上展示
涉案侵权产品。2016 年 7 月，原告代理人
至两被告厂区，现场取得宣传册之后通过
邮件洽谈方式购得侵权产品实物。

原告认为，两被告的上述侵权行为已
严重影响原告涉案专利产品的生产销售，
在原告客户中产生了不良影响，给原告造
成了重大损失。两被告就侵权行为具有共
同的意思联络和行为，且属于重复侵权、恶

意侵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

停止侵害原告两涉案外观设计专利权，并

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两案共

计100万元。

法院判两被告赔78万元

上海知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系两
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两专利权目前仍处
于有效状态，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原告许
可，不得实施其专利。经比对，两案所涉
的被控侵权产品外观与原告两专利的外
观设计在整体形状、结构及各结构之间的
连接关系、具体形状及分布上均相同，两
案所涉被控侵权产品均分别落入原告两
项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根据在案
证据可以认定两被告共同实施了制造、许
诺销售、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

据此，上海知产法院依据涉案专利的
类型、涉案专利在实现产品利润中所占的
价值比重、两被告实施的侵权行为的性质
及情节等因素，依法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
对原告沃尔沃公司享有的外观设计专利
权的侵害，共同赔偿原告两案合计经济损
失及合理开支人民币共计 78 万元。（民法）

村民放牧被虫叮致死
留下一张意外险保单

死者家人与保险公司为理赔打起官司胜诉，法院认定属保险
合同中约定的意外伤害致死

骗取女友15万元炒期货
贵州一男子犯诈骗罪获刑4年

新疆阜康市村民介某被蜱
虫叮咬后死亡，留下一

张意外伤害险保险单。就意外伤
害保险能否赔偿，介某家人与保险
公司打起官司。近日，阜康市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起保险理赔纠纷案。

明知朋友喝酒
仍将车交给对方驾驶

山西一男子构成危险驾驶罪被追刑责

为什么车主没有开车也被判刑呢？近日，山西省沁水县
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一起危险驾驶案件，对驾驶人郑某及车主
刘某均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

沁水男子刘某在明知朋友郑某已饮酒的情况下仍将自
己的小轿车交予郑某驾驶，后郑某驾驶该车行驶至沁水县境
内某路段时，被交警当场查获。经鉴定，郑某驾车时血液中
的酒精含量为 83.3mg/100ml。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明知被告人郑某饮酒仍将车辆交
予郑某，主观上放任了郑某的危险驾驶行为，属于间接故意，
二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据此，法院判处郑某拘役一
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判处刘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 （山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