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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关注

个体医生因醉驾获刑
面临 “两证” 被吊销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龙江河镉

污染事件发生后， 广西高院院长罗殿
龙和当时分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

黄列格高度重视， 要求高院刑二庭要
必须及时跟进， 适时挂牌督办， 确保
严格依法、 积极稳妥地审理突发环境
污染事件引发的相关刑事案件， 取得
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的统
一。 7 月 16 日， 该系列案在三地一
审法院同时宣判， 彰显了人民法院依
法惩治污染环境犯罪、 保障环境安全
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心， 为
建设 “美丽广西” 生态文明示范区提
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为此， 记者采访了广西壮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陈敏。

问： 这次三地同时宣判龙江河污
染事件， 在定罪量刑方面做了哪些扎
实工作？

答： 污染环境罪是 1997 年刑法
增设的罪名， 原罪名为重大环境污染
事故罪， 《刑法修正案（八）》将犯罪
构成要件作了调整， 因而罪名也作了
相应的修改。因此，不同于原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罪。 特别是 2013 年 6 月 19

日施行的两高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
确了入罪标准。 如在本系列刑事案件
中， 河池市金城江区鸿泉立德粉厂私
设暗管利用溶洞非法排放有毒物质，
即构成污染环境罪； 再如广西金河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虽然没有直接利用暗

管或渗井等方式排放有毒物质， 但其
违法排放有毒物质污染环境， 致使该
次龙江河镉污染事件经济损失达

2450 余万元，已超过入罪“致使公私
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标准，都可
以在法律上找到入罪依据。所以，两高
的司法解释易于操作， 将在今后打击
污染环境犯罪发挥更大的作用。

至于量刑， 当地法院结合当前环
境违法现象，认为有必要出重拳、用重
典，综合运用经济处罚、人身自由处罚
等手段， 达到有效遏制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的目的。所以，各地法院在依法保
障各被告人权利的基础上， 依据法律
规定和参照了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公布

的四个典型污染环境案例等相关判

例， 审慎分析证据， 认真查实犯罪行
为， 依法认定其犯罪后果特别严重，

并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犯罪情

节， 对各被告人进行了定罪量刑。
问： 这次对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这个污染企业作出了罚款 100
万元的处罚，目的和法律依据是什么？

答： 一方面此次龙江河镉污染事
件造成的经济损失 2450 余万元， 作
为该次事件中的犯罪单位， 广西金河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相应

的刑事责任。 按照刑法规定， 单位犯
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所以当地法
院具体考量了其在整个事件中的地

位、 作用及罪责作出罚金 100 万元的
处罚决定是适当的； 另一方面广西金
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
理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榜样力量，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对其犯罪行为
在经济上予以重罚， 体现了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

所以， 我们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
三百三十八条、 第三百四十六条的规
定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
照各条规定进行处罚。

问： 这次涉案的污染企业和个人
有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 溶洞等排
放有毒物质的， 是否达到了严重污染
行为？ 是否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答： 本案涉案企业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排放有毒物质的行为及后果已达

到 2013 年 6 月 19 日施行的两高 《关
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的入罪标准，当然可以
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至于是否应认
定为后果特别严重， 我们看到两高上
述司法解释中第三条第（四）项规定：
“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
的”，应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
严重，本案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2450 余
万元， 应认定为属于后果特别严重。

问： 2013 年 6 月 19 日开始实施的
两高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在指导我们审
理这起案件时起到了什么作用？

答： 两高新出的司法解释为本系列
案的审理解决了四个问题： 一是明确了
“公私财产损失的范围”； 二是解决了何
为 “有毒物质” 的问题； 三是解决了入
罪标准问题； 四是认定污染环境后果特
别严重情节问题。

问： 对于这起案件， 涉及到相关监
管部门的领导失职和受贿行为， 您有何
司法建议或忠告？

答： 在本次龙江河镉污染系列案件
中， 共有三个对环境保护负有监督管理
职责的国家环保监管机关工作人员在工

作中严重不负责任， 不认真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 导致发生该次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 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被人
民法院以环境监管失职罪追究刑事责

任。 同时， 三被告人还因收受监管企业
所送贿赂构成受贿罪。 教训是十分深刻

的， 我们建议：
一是相关部门必须对环境问题有一

个清醒认识， 并加以高度重视。 要把防
治工作做到事故发生前， 不要等到出事
后才想到防污工作的重要性， 真到那时
就一切太晚了。

二是必须廉洁从政， 坚守底线。 事
实上， 环境监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很多时候新闻记者都可以通过走访、 深
入污染地区查找到污染源， 相关监测部
门没有理由查不到 。 所以 ， 不是查不
到， 而是想不想查、 敢不敢查的问题。
如被告人曾觉发并不是没有发现污染隐

患问题， 而是发现了问题， 但由于种种
原因而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 以致突发
环境污染事件。

三是作为地方政府， 要切实改变发
展思路，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经济
建设。 对一些污染严重、 耗能过高不符
合持续发展要求的企业， 该关停的坚决
关停， 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破坏我们生
存的环境。

惩治污染犯罪 保障环境安全
———广西高院刑二庭庭长陈敏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费文彬 本报通讯员 段建军 王 川

图为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部分涉案人员宣判现场。 黄尤贵 摄

2012年 1月 15日，广西龙江河拉
浪水电站网箱养鱼出现少量死鱼现象

被网络曝光， 龙江河宜州拉浪码头前
200米水质重金属超标 80倍。时间正值
农历龙年春节，龙江河段检测出重金属
镉含量超标，使得沿岸及下游居民饮水
安全遭到严重威胁，广西随后启动了突
发环境事件Ⅱ级应急响应。

污染事故发生后，国家环保部、监
察部组成的国务院工作组抵达柳州，

对镉污染事件展开调查。经查，河池市
金城江区鸿泉立德粉材料厂和广西金

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冶化厂存在违法

排污行为， 两家企业与龙江河污染事
件有直接关系， 并对与污染事件有关
的责任人员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涉
及渎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直到 2012 年 2 月 8 日，广西柳州
饮用水才达到生活用水卫生标准要

求。

■背景资料■

龙江河污染事件回放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员

陈万颖） 厦门市某物流公司两名员工监
守自盗， 利用保管柴油及为公司车辆加
油的职务之便， 采用调油表或直接偷卖
柴油的方式，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 直接
偷卖柴油共计 13 万多升， 价值人民币
94 万元。 日前，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分别判处 “油耗
子” 黄某、 杨某有期徒刑八年及二年零
十一个月， 并处罚金。

黄某和杨某是厦门某物流公司车队

长助理， 黄某负责加油及柴油保管， 杨
某负责开油罐车。 2010 年 9 月， 杨某
发现了一条 “致富” 的好办法———柴油

在不同温度下， 体积不一样， 而且可以
通过调整加油机， 使加油数量出现 3%
左右的误差， 这部分 “多” 出来的柴油
就可以由他们自行处理。 杨某把这个办
法告诉了好兄弟黄某， 两人一合计， 都

认为这种 “节余柴油” 的办法是不损
害公司利益的， 于是他们就开始采用
这种方式将多出来的柴油通过杨某的

同学卖掉， 每个月都能卖掉 1000 升
左右的柴油， 所得的赃款二人平分。

一年后， 黄某觉得这样调油表来
钱慢， 就利用自己管理柴油的便利，
瞒着杨某直接把油罐车开出去偷卖柴

油， 卖的钱自己独吞， 但三个月后的
一个晚上， 杨某就发现黄某偷偷找别
人开车去卖油， 于是， 两人就开始结

伙直接偷卖公司油库的柴油。
由于杨某只是司机， 而黄某则掌有

油库管理 “大权”， 每次领油、 卖油的
数量都是他说了算， 慢慢地， 黄某就在
这个 “生意” 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黄某
供述， 自己通过侵占公司的柴油得款约
50 万元， 他一般一个月给杨某一次钱，
有时 “行情” 好的时候一个月给两次，
每次金额大约人民币 3000 元至 5000 元
不等 ， 总计分给被告人杨某的赃款在
10 万元至 20 万元左右。

拿着这些钱， 两人经常一起去夜总
会等高档娱乐场所消费， 甚至还时不时
邀请公司老总一起 “娱乐”。

并不是没人察觉公司柴油使用情况

的异样。 2011 年 6 月， 有司机对所加
的柴油数量有异议， 黄某就作出了 “严
格管理” 的姿态———他准备了一本笔记

本， 记录了司机每天的加油数量， 并在
加油完毕后让司机对实际加油数量进行

签名确认。 但这些表面动作都没有阻止
两人的 “发财梦”。 直到 2012 年 5 月，

公司老总发现公司柴油领用情况异常，
经公司财务核对， 发现领用和使用之间
有近百万元的差额。 面对老总的质问，
两人承认了偷卖柴油的行径， 并各自退
赔了 10 万元给公司。 但后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发现， 2011 年以来， 黄某与
杨某共侵占公司柴油 13 万多升， 价值
人民币 94 万元， 远远超出二人自述的
获利金额。

2012 年 7 月 16 日， 黄某、 杨某因
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 湖里法院
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黄某、 杨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单独或结伙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侵占公司财物， 数额巨大， 二被
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 系共
同犯罪 。 黄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
用， 系主犯， 杨某系从犯。 据此， 法院
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八年，
判处杨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十一个月。

联手作案倒卖公司柴油获利近百万元

厦门两被告人因职务侵占被判刑

13 万多升的柴油，价值 94 万元，这
条“致富路”，两名“油耗子”却能一路无
阻走了十几个月。 两人之所以能在这么
长的时间内频频得手，一方面是因为员
工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是企业监管
的重重漏洞。

本案中，黄某与杨某所在的公司对加
油流程管理极其松散，早期只需要司机提
供一张加油单即可，没有任何记录凭据能
证明实际加油数量。 后期才需要司机在加
油完毕后在记录了实际加油数量的笔记

本上签字确认。 加之黄某与杨某自 2010

年起至 2012年案发时一直在公司负责
柴油保管及加油事宜， 职务长期固定，
给两人结伙作案制造了有利条件。

而两人对“职务侵占”行为的理解

偏差更促使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杨
某辩称， 柴油在不同温度下， 体积不一
样，而且加油机可以人工调整，使加油数
量产生 3%的误差，这部分多出来的柴油

他和黄某都认为是不损害公司利益的，
所以可以自行处理。 黄某在供述中也表
示，自己“偷油”得来的钱有一部分用于
请公司老板到夜总会消费，在他看来，自

己并没有独吞这笔钱，也就不算侵犯了
公司的利益。

细数近年来多发的企业盗窃案件，
内部员工“监守自盗”已成重要原因，员
工盗窃行为往往涉及仓储、配送、验货、
销售等重要环节。 为此，企业要从源头
上确保这些关键岗位人员“可靠可信”，
必须确定选人用人制度，对关键岗位实
行轮岗制，并在岗前培训中坚持业务技
能与法律知识学习并重，以现实案例为
关键岗位人员打好“预防针”，彻底堵住
“内贼”的“致富路”。

■记者观察■

堵截“内贼”要靠普法加监管
本报记者 安海涛

本报讯 7月 15日， 广东省丰顺县
埔寨镇的个体医生张某因为酒后驾车撞

伤路人，被丰顺县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
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同时，丰顺法院向公安局及卫生
局发出司法建议，张某将吞下驾驶执照以
及医师执照被吊销的苦果。

去年 8 月 21 日凌晨，被告人张某与
朋友酒后驾驶轿车回家， 途中车辆失控
撞向路边的小食店以及三名路人。 经鉴
定， 被告人张某的血液中乙醇成分含量
达到 168.3mg/100ml，三名路人的受伤程
度为轻伤。丰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张某无视国家法律，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
机动车，其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

此外，根据相关规定，被告人张某将
被吊销机动车驾驶执照以及五年内不得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同时，因受刑事
处罚， 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
册之日止不满二年的， 将不予注册医师
资格。 医师注册后，受到刑事处罚的，应
当注销注册，收回医师执业证书。

（黄义涛 谢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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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苏素文申请宣告朱金昌死亡一案，经查：朱金昌，
男，1952年 1月 1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天津市和平区
贵阳路文善里大楼 3 号楼 5 门 101 号，于 2008 年 7 月 3 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朱
金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伟申请宣告唐富华失踪一案， 经查： 唐富华，
女，出生于 1979 年 9 月 1 日，汉族，农民，原住黑龙江省肇源县
古恰镇古■村村古恰屯。 于 2004 年 6 月 12 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希望唐富华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肇源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霍胜男申请宣告杜书娜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杜书娜（女，汉族，现年 35 岁，河南省襄城县人，农民，住河南
省襄城县丁营乡纸房王村）于 2000 年 4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两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杜书娜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
院将依法宣告杜书娜失踪。 [河南]襄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佳浙、杨佳佳、杨颜静申请宣告王彩霞失踪一案，
经查：被申请人王彩霞（女，汉族，1972年 8月 10日生，河南省襄城
县人，农民，住河南省襄城县丁营乡霍堰西村）于 2008年 2月起，
下落不明已满两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王
彩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
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彩霞失踪。 [河南]襄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卫华、 马玉珍申请宣告王二凤失踪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王二凤（女，汉族，1973年 8月 10日生，河南省襄城
县人，农民，住河南省襄城县丁营乡半坡店村）于 2002年 2月起，
下落不明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王
二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
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二凤失踪。 [河南]襄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蔚莫菲、蔚文龙申请宣告王继红失踪一案，经查：
被申请人王继红（女，汉族，现年 34 岁，河南省襄城县人，农民，

住河南省襄城县丁营乡纸房王村）于 2009 年 2 月起，下落不明
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王继红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继红失踪。 [河南]襄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奎申请宣告王粉红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王粉红（女，汉族，1967 年 11 月 14 日生，河南省襄城县人，农
民，住河南省襄城县丁营乡穆庄村）于 2003 年 8 月起，下落不
明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王粉红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
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粉红失踪。 [河南]襄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崔锃伊申请宣告王旭贞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王旭贞（女，汉族，1977 年 6 月 14 日生，河南省襄城县人，农
民，住河南省襄城县丁营乡韩庄村）于 2008 年 11 月起，下落不
明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王旭贞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
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旭贞失踪。 [河南]襄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董帅航申请宣告张新霞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张新霞（女，汉族，现年 43 岁，河南省襄城县人，农民，住河南
省襄城县丁营乡穆庄村） 于 2008 年 3 月起， 下落不明已满两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张新霞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
院将依法宣告张新霞失踪。 [河南]襄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谭利文申请宣告曾向新死亡一案，经查：曾向新，
男，1953 年 2 月 21 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东瓜
一 村 社 区 东 瓜 山 一 村 15 栋 307 房 ， 身 份 证 号 码 ：
430104195302210518。 曾向新于 2005 年 2 月 19 日离家出走，
下落不明已满五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希望曾向
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卢哲、卢国兴申请宣告石七香失踪一案，经查：被
申请人石七香，女，1975年 7月 8日出生，汉族，农民，下落不明
前住浏阳市官桥乡派出所林塘村新华组 132 号， 于 2008 年 8
月底起，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
月。 希望石七香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石七香失踪。
[湖南]浏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茂雅申请宣告高尊龙失踪一案，经查：高尊龙，
男，1981 年 12 月 11 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隆回县罗古石村 2
组，高尊龙于 2011 年 5 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高尊龙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
法宣告高尊龙失踪。 [湖南]隆回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肖时微、肖时清申请宣告肖金兰失踪一案，经查：
肖金兰，女，1987 年 1 月 3 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隆回县羊古
坳乡韩家铺村 3 组，肖金兰于 2011 年 5 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肖金兰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肖金兰失踪。 [湖南]隆回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欧阳正、 欧阳秀申请宣告刘三国失踪一
案，经查：刘三国，女，1980 年 3 月 25 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
桂阳县人，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仁义镇莲花村西村组，居民
身份证号码：431021198003254145，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刘三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
宣告刘三国失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邓湘军申请宣告江六凤失踪一案， 经查：
江六凤，女，1975年 6月 14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
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雷坪乡花园里村 4 组， 居民身份证号
码：431021197506144541， 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江六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江
六凤失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梁冬生申请宣告邹云均失踪一案， 经查：
邹云均，女，1988 年 2 月 28 日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四川
省华蓥市禄市镇大坡老村 3 组 7 号，最后居住地湖南省郴州市
桂阳县古楼乡下梁村第四村民小组 ， 居民身份证号码 ：
511681198802282280，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邹云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邹云均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陈兰兰申请宣告陈雪花失踪一案， 经查：
陈雪花，女，1972 年 4 月 6 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
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华泉乡神牌村六组， 居民身份证号码：
432822197204069049，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陈雪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陈雪花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贺生伟申请宣告雷五凤失踪一案， 经查：
雷五凤，女，1982 年 5 月 5 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
住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白水乡中白村 3 组， 居民身份证号码：
431021198205059241，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雷五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雷五凤失
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杰申请宣告黄祖青失踪一案， 经查：黄
祖青，女，1962年 3月 25日生，汉族，农民，湖南省桂阳县人，住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塘市镇茶元村第十五村民小组，居民身份
证号码：431021196203257528，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黄祖青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
黄祖青失踪。 [湖南]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春春、陈文杰、陈文俊申请宣告魏翠红失踪一
案，经查：魏翠红（女，1976年 9月 1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宁远
县人，农民，住宁远县水市镇石马村 3 组）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魏翠红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

将依法宣告魏翠红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润宝、何权威申请宣告朱良英失踪一案，经查：

朱良英，女，1977年 12月 23日生，汉族，广东省韶关市人，原住
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无线电三厂宿舍 148号。 身份证号码：
430425197712233429。 于 2007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朱良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
院民一庭联系。 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常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鲁艳文申请宣告姜立波死亡一案，经查：姜立波，

男，汉族，1957年 3月 6日出生，包头市北方医院医生，原住包头
市青山区富强路 3号街坊 2栋 7号，于 2000年 10月 26日起，下
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姜立波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帕拉哈提·库尔班：本院依法受理申请人古丽在努尔·帕拉
哈提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帕拉哈提·库尔班宣告死亡一案，经查：
帕拉哈提·库尔班，男，维吾尔族，生于 1962 年 11 月 21 日，原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古道西街 48 号， 于 1998 年 12 月出
走，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新疆]沙湾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学英申请宣告王挥劲失踪一案，经查：王挥劲，
男，1970 年 6 月 18 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西站
12 号 4 栋 3 单元 144 室， 身份证号 530102197006180713，于
2010年 11月 2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王挥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挥劲失
踪。 [云南]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继尧申请宣告张云珠死亡一案， 本院于 2012
年 6月 30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 现公告期届满，张
云珠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于 2013年 7月 3日依
法作出（2012）平民特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云珠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西]平遥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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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查明， 被告人蓝群峰和韦毅利用
职务之便， 分别多次收受相关企业所送
财物价值共计人民币 20500 元和 20000
元， 为他人谋取利益。

2012 年 1 月中旬 ， 广西河池市龙
江河宜州河段水体镉含量超过 《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 Ⅲ类标准约 80 倍。 经
专家组调查认定： 金河公司冶化厂和立
德粉厂与本次龙江河镉污染事件有直接

因果关系， 是本次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
的责任污染源之一。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单位金河公司
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排放有毒物质重金
属镉， 严重污染环境， 严重威胁沿河民
众的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 造成经济损
失人民币 2450 多万元， 后果特别严重，
其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 。 被告人覃乃
义、 余阳先、 罗传兴作为金河公司的管
理者， 负有整改落实、 监督管理不到位
责任， 造成严重污染环境， 后果特别严
重， 构成污染环境罪。 三人犯罪的后果
特别严重 ， 社会影响恶劣 ， 应依法惩
处。 鉴于三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 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余阳先、 罗传
兴犯罪情节较轻， 有悔罪表现， 依法分
别对其判处缓刑。

被告人曾宜、 李四军、 毛文明等 7
人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将含镉量严重超
标的生产污水排放入龙江河， 严重污染
环境， 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 均构成
污染环境罪。 涉案被告人中归案后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从轻处罚或宣告
缓刑。

被告人曾觉发身为负有环保监管

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 对辖区内
重点污染源企业长期疏于监管 ， 严重
不负责任 ， 导致发生特大环境污染事
故 ， 致使公共财物遭受重大损失 ， 其
行为构成环境监管失职罪 ； 曾觉发还
利用担任河池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的

职务上便利 ， 非法收受辖区内被监管
企业财物 ， 为他人谋取利益 ， 其行为
构成受贿罪。

被告人蓝群峰和韦毅身为河池市金

城江区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和副大队

长 ，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环境保护负
有监督管理职责 。 两被告人在工作中
严重不负责任 ， 不认真履行监督管理
职责 ， 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
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 其行为
构成环境监管失职罪 ； 两人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 ， 非法收受财物 ， 其行为
又构成受贿罪。

综上，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