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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关注

泸州“9·13”持枪斗殴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
主犯数罪并罚处死刑 其余 34名被告人分别处一年至无期徒刑

乘电梯时摔倒致伤
商场依法担责赔偿
本报讯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兴

和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顾客在商场中

乘电梯时摔倒被电梯绞伤引发的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 法院判决被告服饰店
赔付原告郝波 6 万元， 其余损失由其
监护人刘利俊自行承担， 判决后双方
当事人均未上诉。

2012 年 5 月 27 日 17 时，原告郝
波（7 岁）和母亲刘利俊到被告服饰店
购物， 在乘电梯上二楼时被电梯台阶
绊倒，左手食指、中指、环指卷进了电
梯缝隙中，致左手食、中、环指挤压碾
伤，刘利俊急忙关了电梯电源，在众人
的帮助下将原告的手从电梯中取出，
经鉴定原告左手损伤功能丧失 10%以
上，伤残程度构成Ⅸ级，感觉功能丧失
伤残程度构成Ⅹ级。 原告起诉要求被
告赔偿医疗费等 153841.2 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一个开放
性的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尽合理限度
使他人免受人身及财产损害的义务，采
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减

轻损害。并且这种安全保障义务通常是
在当事人之间并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形

下而产生的一种要求，一方为另一方的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而积极作为的义

务。 商场是以在从事社会活动中谋取
利益为目的， 因而应当承担相应的安
全保障义务。 原告郝波和母亲走进商
场后，无论购物与否，商场即对其产生
了一种保障其人身安全的法定义务，
当原告被电梯绊倒绞伤后， 作为电梯
管理者的商场即违反了该法定义务，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且这种安全保障
义务是侵权责任法层面的法定义务，应
当适用严格过错责任原则，由于商场不
能就其已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进

行举证，故其应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
一定的赔偿责任。 （兰 天）

云 南 寻 甸 法 院 开 庭
审理东川小江水污染案

本报成都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姜郑勇 通讯员 郭小容） 今天， 四川
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9·13” 兄弟
渔港持枪斗殴系列案中的 35 名被告人
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聚众斗殴、 非法
持有枪支、 窝藏、 诈骗、 开设赌场案进
行一审公开宣判。 被告人祝绍斌犯故意
杀人罪 、 非法持有枪支罪 、 开设赌场
罪， 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 被告人闵刚
犯故意杀人罪、 诈骗罪、 开设赌场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 12 万元； 被告人邓华
伟、 叶华友等其余 33 名被告人， 分别
被判处一年至九年零六个月不等的有期

徒刑， 并处人民币 5 万元至 9 万元的罚
金； 对被告人诈骗以及开设赌场所得赃
款依法予以追缴。

法院一审审理查明， 被告人闵刚因
同被告人万波打牌时输钱而心生不满，
预谋通过设置赌局打假牌的方式骗取万

波钱财。 2011 年 9 月初， 闵刚邀约被
告人周旭、 唐国钧、 毛启兵， 四人商议
由周旭邀约万波打牌， 唐国钧、 毛启兵
具体负责实施打假牌， 闵刚、 周旭予以
配合。 当晚 9 时许， 四人先行来到咖啡
吧假装打牌赌博， 闵刚邀约刘少清等人
到场放高利贷， 随后万波在周旭的邀约
下前来参赌。 唐国钧、 毛启兵使用特制
扑克牌 “出老千”， 闵刚、 周旭配合打
假牌， 至次日凌晨， 四人从万波处赢得
现金 33 万元后予以分赃。

在咖啡吧打牌后， 万波察觉赌局有
诈 ， 遂向闵刚讨要说法 。 双方协商未
果， 矛盾升级， 分别找被告人祝绍斌、
邓华伟帮忙解决， 祝、 邓二人均表示答

应。
2011 年 9 月 13 日上午， 万波、 闵

刚商定在沱三桥兄弟渔港 “谈判”。 闵
刚告知祝绍斌， 祝自备手枪两把、 霰弹
枪一把， 并通知手下兄弟持械前往。 万
波方面， 被告人徐正江将两把长枪、 一
把短枪带至酒城宾馆， 被告人叶华友、
刘宇等人持械前往。 双方到达兄弟渔港
后， 立即发生枪战， 祝绍斌、 闵刚、 伍
军 （在逃） 与叶华友、 刘宇、 吴俊平开
枪互射， 吴俊平被祝绍斌击中致死， 被
告人何奎被击中面部致重伤。

案发后， 被告人李磊帮助祝绍斌、
闵刚潜逃， 被告人刘科帮助聚众斗殴积
极参加者被告人杨剑潜逃。 另查明， 祝
绍斌方在斗殴中所使用的枪支系祝个人

持有。
一审审理还查明 ， 2011 年 2 月 ，

被告人祝绍斌邀约被告人杨代强等人共

谋开设赌场营利 。 同年 2 月至 9 月期
间， 祝绍斌在泸州市江阳区、 龙马潭区
郊区租用多处农户院坝开设流动赌场，
安排多人作为赌场服务人员 ， 负责发
牌、 维护赌场秩序、 接送赌客等， 采用
“筒子马古” 形式聚众赌博， 被告人杨
代强等 10 人先后在赌场担任 “股东”，
从赌场抽头渔利。

2011 年初至 2011 年 9 月期间， 为
牟取非法利益， 被告人邓华伟伙同被告
人曾生辉在泸州市江阳区、 龙马潭区范
围内的茶楼 、 居民住户等多处开设赌
场， 安排多人作为赌场服务人员， 负责
发牌、 维护赌场秩序、 接送赌客等， 通
过打扑克牌 “三公” 的形式聚集多人进
行赌博， 从赌场抽头渔利。

此外， 还查明 “9·13” 聚众斗殴积

极参加者被告人陈材、 唐琪另外所犯故
意伤害、 聚众斗殴的犯罪事实。

法院一审审理认为 ， 被告人祝绍
斌、 闵刚组织、 策划他人参与兄弟渔港
聚众斗殴并致对方一人死亡， 系首要分
子， 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被告人邓
华伟、 万波组织、 策划他人参与、 被告
人叶华友组织他人参与兄弟渔港聚众斗

殴并致对方一人重伤， 均系首要分子，
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被告人祝绍斌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非法持有枪支， 以
营利为目的， 开设赌场， 还分别构成非
法持有枪支罪、 开设赌场罪。 其余被告
人分别构成故意伤害罪、 聚众斗殴罪、
诈骗罪、 开设赌场罪、 窝藏罪。 综合犯
罪事实、 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
用以及被告人具有的累犯或者立功、 自
首等量刑情节，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将罪犯李某的刑期减去
有期徒刑二个月， 缩减缓刑考验期四个
月。 ”10 月 10 日上午，江苏省徐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服刑

人员李某减刑一案公开开庭， 现场庭审
听证。据悉，该院减刑假释与社区矫正对
接工作已实现对服刑人员的全面覆盖。

庭审现场，“社区矫正机关”与“检察
机关”并列出现在法庭上。服刑人员李某
坐在法庭“社区矫正人员”席上，接受减
刑听证。

“社区矫正机关”代表就减刑建议书
中的相关事项向法庭提交了六组相关证

据，2012 年 2 月， 李某因故意伤害罪被

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 缓刑二年。 李某在社区矫正服刑期
间，不仅能认罪悔罪，严格遵守社区矫正
管理规定；利用自己的挖掘机为养老院、
附近村民义务平整道路； 积极参与公益
献血，其已参加义务献血十余次，累计献
血量 4000 余毫升 ；2013 年 6 月 18 日 ，
李某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捐献造血干

细胞，成功挽救患者生命；在李某的感召
下，其全家均加入中华骨髓库，其家人踊
跃鲜血，沛县 30 余名社区服刑人员也积
极报名参加义务献血； 李某的行为符合
见义勇为的标准，2013 年 8 月 3 日 ，其
被徐州市综治委社区矫正工作组认定为

有重大立功表现， 建议对其予以减刑或
假释。

庭审法官依法审核了证据资料，并
分别听取了罪犯本人的自我陈述、 检察
人员的监督意见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

意见。合议庭经过评议后，当庭裁定对罪
犯李某予以减除相应刑期。

“我要把错误改正了，把自己改成一
个能够回报社会、回报家庭，做一个有意
义的人，一个合格的公民！ ”谈到社区矫
正的感受， 李某眼中闪过一丝湿润的亮
光，“这些都离不开法官和社区矫正工作
人员在我迷茫失意时， 给了我最大的支
持和鼓励！ ” （杨梅花 程晓曼）

社区矫正人员有重大立功表现获减刑
徐州减刑假释公开听证对服刑人员全覆盖

图为听证会现场。 李荣信 摄

本报上海 10 月 11 日电 今天 ，
一个肃杀的秋日， 被告人黄世华在上海
被执行死刑。 这个醉酒驾车造成 3 死 3
伤恶性交通事故的 47 岁男人， 历经 15
个月的诉讼程序后， 生命走到了终点。

事情还要从一年多前的那一天说

起。
2012 年 2 月 11 日， 黄世华在妹夫

家吃午饭 ， 一时开心喝了六两高度白
酒， 这已经远超他平时二三两的量。

下午 3 点左右， 老乡刘某驾驶比亚
迪轿车送黄世华等人回家 。 车开至半
路， 黄世华强行要求自己来开车。 “我
已经不记得何时换下老乡自己开车了。”
据黄世华事后回忆。

就是这样的状态下， 黄世华走上了
自己的醉驾不归路。 刚开出不久， 他就
驾车与一辆桑塔纳出租车追尾， 因害怕
被查处， 驾车逃逸。

后出租车司机开车追上， 并下车拦
在黄世华车前要求理论。 黄世华强行启
动轿车， 将出租车司机顶在引擎盖上高
速行驶约 1 公里后， 撞上了路口待转的
QQ 轿车尾部，QQ 轿车又撞上前方待
转的悦达起亚轿车，QQ 轿车随即着火。

出租车司机当场被机动车撞击挤压

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QQ 轿车内两人被
烧身亡， 悦达起亚轿车内三人受伤。

下午约 4 点， 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
出警， 在事发现场对黄世华予以控制。
经鉴定， 黄世华当日血液中的乙醇含量
为 2.12mg/ml。

其实， 这已经不是黄世华第一次酒
后犯事了， 他曾因酒后持火药枪射击他
人胸部， 于 2000 年 6 月被法院以故意
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事发前， 黄世华正在上海经营一家
洗衣店， 与妻儿过着普通的生活。

2012 年 7 月 ， 公诉机关向法院提
起公诉。 作为被害人及被害人近亲属，
顾某等三人 、 郭某等四人 、 谈某等四
人、 张某等三人同时向法院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 要求赔偿经济损失。

庭审中 ， 被告人黄世华对犯罪事
实、 罪名均无异议， 并一再表示对事发
当日的很多事情已记不清楚。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 被告人黄世华醉酒驾驶机动车肇事
后， 继续驾车随意冲撞他人及车辆， 造
成数人伤亡和公私财产损失等严重后

果， 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被告人黄世华前次故意杀人罪系酒

后所为， 但其不思悔改， 此次再度酒后
犯罪， 且造成 3 人死亡、 3 人受伤以及
5 万余元财产损失等， 其犯罪情节特别
恶劣， 犯罪后果特别严重， 人身危险性
和主观恶性大， 依法应予严惩。

被告人黄世华的犯罪行为造成了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 应当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

上海一中院于 2012 年 11 月作出一
审判决， 被告人黄世华犯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被告人黄世华分别赔偿附带民
事诉讼原告人顾某等三人 、 郭某等四
人、 谈某等四人、 张某等三人各项经济
损 失 共 计 372044 元 、 415988 元 、
450218.67 元及 26376.74 元。

黄世华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2013 年 5 月， 上海高院二审裁定维持
原判。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裁定核
准对黄世华执行死刑。

（潘静波）

“疯狂比亚迪”司机危害公共安全

醉酒驾车致 3 死 3 伤 罪犯黄世华被执行死刑

香港天福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北京印刷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与北京百事和大厦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清算一案，北
京百事和大厦有限公司清算组申请终结北京百事和大厦有限

公司强制清算程序。 本院裁定：终结北京百事和大厦有限公司
强制清算程序。 你公司作为北京百事和大厦有限公司的股东，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二中法特清算初字第 05338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永胜电脑五金（东莞）有限公司破产清算阶段债权人会议
通知》永胜电脑五金（东莞）有限公司各债权人：审议并表决永
胜电脑五金（东莞）有限公司债权人债权和破产财产变价方案
的债权人表决会议定于 2013年 11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2：30
正式召开。 会议地点:东莞市东坑镇井美村委会井美喜庆堂（地
址：东莞市东坑镇井美村委会对面）。 为确保本次会议的顺利召
开，请各债权人提前一个小时到场签到并领取会议资料。 请债
权人携带公章和身份证准时参加。 如无法参加会议， 请授权 1
至 2名代理人。 若是机构（单位）授权，该代理人须携带盖公章
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的《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若是自然
人或个体工商户授权，该代理人须携带债权人签名并按指模的
《授权委托书》、债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债权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原件。 授予其代为表决的权限，方可进
入会场，否则一律视为放弃表决权处理。 如有疑问，可致电戴律
师（13580837059,0769-38875089）、吴律师（13825758155）咨询。
特此通知！ 永胜电脑五金（东莞）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本院根据债务人迁西县金泉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申

请，受理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本院审查，申请人迁西县金
泉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无固定资产，无固定经营场所。 截止
2013 年 6 月 8 日 ，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0 元 ， 负债总额为

161200.94 元，已严重亏损和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本
院认为，申请人迁西县金泉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已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应当宣告债务人迁西县金
泉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
作出（2013）迁破字第 1-2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申请人迁西县金
泉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河北]迁西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保定市兴华服装厂的申请，受理了债务人
破产清算一案，经本院审查，截止到申请日，债务人资产总额
6718804.33 元 ， 负债总额 9824926.54 元 ， 资产负债率达
146.23%。 本院认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应当宣告债务人保定市兴华服装厂破产。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
2013年 9月 30日作出（2013）北破字第 1-10号民事裁定，宣告
保定市兴华服装厂破产。 [河北]保定市北市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保定市南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的申请于 2013 年
9月 26日裁定受理保定第六机床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
定保定第六机床厂清算组为管理人。 保定第六机床厂的债权人
应自 2013 年 12 月 3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保定市南市区
天威东路 958 号保定市南市区企业改革管理办公室院内二楼；
邮编：071000；联系人：郭海英；电话：0312-5011210）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保
定第六机床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的，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委托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北]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保定市南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的申请于 2013 年
9月 26日裁定受理保定市第四橡胶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
指定保定市第四橡胶厂清算组为管理人。 保定市第四橡胶厂的
债权人应自 2014 年 1 月 5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保定市南
市区天威东路 958 号保定市南市区企业改革管理办公室院内
二楼；邮编：071000；联系人：郭海英；电话：0312-5011210）申报
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 保定市第四橡胶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4年 1月 14日上午 9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委托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北]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保定市南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的申请于 2013 年

9月 26日裁定受理保定市刀剪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保定市刀剪厂清算组为管理人。 保定市刀剪厂的债权人应自
2014 年 1 月 5 日前向保定市刀剪厂管理人（通讯地址：保定市
南市区天威东路 958 号保定市南市区企业改革管理办公室院
内二楼；邮编：071000；联系人：郭海英；电话：0312-5011210）申
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 保定市刀剪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4年 1月 17日上午 9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委托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北]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保定市南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的申请于 2013 年

9月 26日裁定受理保定市铁球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保定市铁球厂清算组为管理人。 保定市铁球厂的债权人应自
2014年 1月 10日前向保定市铁球厂管理人（通讯地址：保定市
南市区天威东路 958 号保定市南市区企业改革管理办公室院
内二楼；邮编：071000；联系人：郭海英；电话：0312-5011210）申
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 保定市铁球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4年 1月 21日上午 9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委托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北]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保定市南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的申请于 2013 年

9月 26日裁定受理保定市塑料三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
定保定市塑料三厂清算组为管理人。 保定市塑料三厂的债权人
应自 2014 年 1 月 18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保定市南市区
天威东路 958 号保定市南市区企业改革管理办公室院内二楼；

邮编：071000；联系人：郭海英；电话：0312-5011210）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保
定市塑料三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4年 2月 11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的，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委托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北]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保定市南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的申请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裁定受理保定市第一制鞋厂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
日指定保定市第一制鞋厂清算组为管理人。 保定市第一制鞋
厂的债权人应自 2014 年 1 月 18 日前向保定市第一制鞋厂管
理人 （地址： 保定市南市区企业改革管理办公室院内二楼天
威东路 958 号 ； 邮编 ： 071000； 联系人 ： 郭海英 ； 电话 ：
0312-5011210） 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保定市第一制鞋厂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
院定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
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的， 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委托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北]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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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昆明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茶 莹）今天上午，云南省寻甸回族彝
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东川小江水污染案。 东川小江因受到
污染后江水变白，被民众称之为“牛奶
河”，污染事件受到媒体和社会的高度
关注。 多家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分别在
今天和明天上午接受庭审。

在今天上午的庭审当中， 公诉机
关指控被告单位昆明市东川区通宇选

矿厂在未取得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手续

的情况下，该厂法人代表罗兴华、经理
张建良、 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张勇擅自
生产精铜矿， 将部分含有硫化物、氨
氮、总磷、总砷等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
废水未经处理即排入外环境， 最终流
入小江， 致小江受到污染。 2011 年 6
月至 2013 年 4 月间，该厂因违反环保
法规三次被环保部门行政处罚。

在下午的庭审中， 法院对公诉机
关提出的昆明兆鑫矿业有限公司污染

东川小江的指控进行了审理。 截至记
者发稿时为止，庭审还在继续中。

据悉，明天上午，寻甸法院将对导
致小江污染的另一被指控单位昆明东

海矿业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待三起案件审理结束后，
法院将择期宣判。

因东川小江水污染事件的社会关

注度较高， 在今天的庭审期间， 昆明
市、 东川区和寻甸县政法部门及环保
部门有关人员 70 余人到庭旁听 ；20
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也到庭旁听和
监督； 被告单位部分员工和被告人亲
属 20 余人也参加了今天的庭审。

新 华 社 兰 州 10 月 11 日 电
（记者 黄文新 王 博 ） 11 日上
午， 兰州市城关区宋家滩村 （现为宋
家滩社区） 1102 名村民 ， 因该村集
体土地所建大西北板材市场被拆迁，
分别起诉甘肃省人民政府、 兰州市人
民政府、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政府、 兰
州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兰州市城关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共 14 起行政
诉讼案件， 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
行一审宣判。

记者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

到， 这批案件主要涉及原告要求撤销
政府征地批复行为、 履行政府信息公
开义务 、 撤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
定、 确认拆除通告违法、 确认拆迁行
为违法等类型。 法院在当天的审判中
分别作出撤销甘肃省政府的不予受理

行政复议决定 3 件； 确认不履行政府
信息公开义务违法 2 件； 裁定驳回原
告起诉 4 件； 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5 件。

在宣读完一审判决结果后， 原、
被告代理人对具体案件分别表示了是

否上诉以及与律师商议或汇报上级主

管部门后决定是否上诉等意愿。
据了解， 2012 年 12 月 3 日， 兰

州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在当地媒体刊登

出 《关于拆除集体土地上临时建筑的
通告》， 称按照兰州市人民政府 2010
年第 24 次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
会议纪要要求， 对涉案的近 50 亩集
体土地上的建筑物予以拆除。 宋家滩
村民认为， 被拆迁的兰州大西北板材
市场是由宋家滩村集体筹资三千万元

兴建 ， 所占土地为宋家滩村集体土
地， 土地的合法使用权归宋家滩村全
体村民享有， 随即提起针对省市区三
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 14 起行政诉讼
请求。

受理案件后，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22 日、 2013
年 9 月 9 日-13 日分两批公开开庭审
理了上述案件。

甘肃千余村民因拆迁
诉省市区三级政府案一审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