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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费文彬 通讯员
钟 健 黄 琼）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起特
大走私汽车案，法院以走私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判处被告人唐上
秋、郑有生、廖树强、廖家发等9人有
期徒刑十二年至一年零三个月不等，并
处罚金人民币共125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从 2012 年 3 月开
始，被告人唐上秋与凌钦养 （另案处
理） 等人为牟取暴利，合伙以“对

保”的方式帮国内货主从越南芒街走
私汽车入境，并组织被告人郑有生、
廖树强等人共同实施走私活动。当国
内货主将境外二手汽车发货至越南芒
街后，郑有生受唐上秋的安排，负责
到越南开柜检修待走私入境的汽车，
并在车辆装上船后将从境内带至越南
的假车牌分给船工安装到车上，然后
记下每辆车所悬挂的车牌号码，将车
牌号码后五位数编辑成短信发给境内
的同伙张云锋、梁永志 （均另案处

理） 等人。廖树强负责安排铁壳船去
越南芒街哥隆码头接运走私汽车，以
及在船靠岸时搭建铁梯供车辆上下
船。另外，廖家发等人还负责看路、
望风、接车等活动，确保走私车辆安
全绕过公安检查站后，再将走私车辆
开至广东交给货主指定的接车人。

从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4 月，上
述团伙采取相同的方法共三次走私车
辆 1353 辆入境。其中唐上秋共组织、
实施走私二手汽车 408 辆；被告人郑

有生 529 辆；被告人廖树强等人 374
辆；其他被告人 42辆。

法院认为，被告人唐上秋故意
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将
国家禁止进口的二手汽车走私入
境；被告人郑有生、廖树强、廖家
发等 9 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国家
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在共
同犯罪中，被告人唐上秋起主要作
用，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
与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被告人郑
有生、廖树强、廖家发是从犯，依
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根 据 上 述 各 被 告 人 犯 罪 的 事
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
程度及悔罪表现，法院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防城港宣判特大走私汽车案
走私车辆1353辆 9名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

本报淮北7月25日电 安徽省
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今天开庭审理
安徽省淮北水务局原局长张殿坤涉嫌
受贿、贪污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2002 年至 2011
年间，被告人张殿坤在担任淮北市财
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淮北市国有
资产运营公司副经理、总经理，淮北
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淮北市
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代总经理、执
行董事、总经理，淮北市税务局局长
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
取利益，非法收受有关单位、个人送
给的财务，计人民币 406.5万元、港
币 2 万元以及价值人民币 5.7 万元的
购物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
款计19573.48元。

其中，为淮北某煤矿、某食品公司
和某特种水产养殖场申报、审批、拨付
矿产资源补助项目、贴息项目资金中
提供帮助，按项目资金 20%的比例多
次非法收受时任烈山镇洪庄村村委会
党支部书记、主任、烈山镇人大主席团
主席、烈山统战部部长、烈山区政协副
主席颜某某（另案处理）经手送给的现
金计136万元；为淮北某科技公司、某
乳业公司申报、审批、拨付技改环保、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项目提供帮
助，从上述公司收受现金计 113.4 万
元；为南京、徐州、马鞍山等建筑工程
公司在相关建设工程管理及资金拨付
审批、相关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帮助，收
受贿赂人民币157.1万元、港币2万元
以及价值人民币5.7万元的购物卡。

被告人张殿坤在纪律检查机关采
取“双规”措施前及在调查过程中，能
够主动向组织供述其部分违纪事实，
积极退交违纪款，检举揭发他人违纪
线索。其中退给蔡某、颜某、季某、丁
某、郭某、李某等人民币191.5万元、港
币2万元、购物卡600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殿坤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有关单
位、个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
以受贿罪、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法院将择日宣判。
（王 跃）

本报讯 （记者 曾 妍 通讯
员 向海峰 周 丹）近日，湖南省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
岩养等 21 人贩卖、运输毒品案。据了
解，该案系该院审理的最大一起贩运毒
品案。在这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贩毒案
件中，警方共缴获222.35公斤毒品甲基
苯丙胺片剂 （即麻古），案值超过 2000
万元。

检察机关指控，2013 年 2 月，徐
满 祥 先 后 邀 集 “ 阿 军 ”（另 案 处
理）、吴春华、邱志彬、吕佑军等人

共 同 出 资 购 毒 ， 共筹集现金 920 万
元。徐满祥还和吴春华、邱志彬约定，
徐满祥向吴、邱二人支付 50 万元运
费，由吴、邱二人驾驶大货车以拖运香
蕉名义赴滇完成交易并带回毒品。后邱
志彬又以 10 万元报酬邀集丘伟艳共同
参与此次运输。与此同时，吕林学则邀
集吕林哲、蒋再新、黎刚、“阿华”（另
案处理）、蒋喜华、蒋久江、卢光平、
毛旭雄等人共同出资购毒，共筹集
现金 1116 万元。吕林学还要求吕林
哲 等 人 分 别 前 往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购

车、租房，为在武汉藏匿、贩卖毒
品做好准备。

同年 3月 4日，吕林学等人在邵阳
县将筹措的 1116 万元交给吕宝明，尔
后吕宝明、徐满祥将吕林学筹集的
1116万元、徐满祥筹集的920万元以及
吕宝明自己出资的235万元汇总打包伪
装。次日晚间，徐满祥悉数将 2271 万
元现金转移至吴春华驾驶的大货车上，
吴春华、邱志彬、丘伟艳即在当晚驾驶
货车赶赴云南。

3 月 7 日吴春华一行抵达勐海县，

吴按照徐满祥的指示将 2271 万元现
金通过杨鑫转交给杨海波，杨海波
则交由岩养用于购买毒品。次日岩
养与同村人岩应 （另案处理） 越境
至缅甸购得麻古 222.35 公斤，并运
回岩养家中。3月 9日杨海波、杨鑫
将毒品分包装入香蕉运输箱，伪装
成待运香蕉，并雇佣他人将毒品交
由吴春华混入吴等人驾驶的满载香
蕉的大货车中。后吴春华将该车交
由邱志彬、丘伟艳开往湖南。3 月
10 日凌晨，该车被公安机关截获，
伪装成香蕉的 222.35 公斤麻古被当
场查获。

起诉书还分别指控了被告人吕林
学、蒋再新等人的其他贩卖毒品事
实。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长沙开审一起特大贩毒案
案值逾2000万 21名被告人受审

被控受贿贪污
水务局长受审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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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债务人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益兴电容器厂的申
请，已于2014年7月12日作出（2014）益赫民二破字第3-1号
民事裁定书，受理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益兴电容器厂破产清
算，并指定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益兴电容器厂清算组担任管理
人。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1个月内，向管理人（办公地点益兴
电容器厂内） 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
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4年8月27日
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望债权人准时参加。

[湖南]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保靖县陶瓷总厂的申请，于2014年7月22

日裁定受理了保靖县陶瓷总厂破产一案，并指定保靖县陶瓷总
厂破产清算组为保靖县陶瓷总厂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地址：湖
南省保靖县迁陵镇复兴路；联系人：王凤晖、13337287123，
贾长邯、13707432548）。保靖县陶瓷总厂的债权人应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
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逾期申报者，则
依破产法的规定处理。保靖县陶瓷总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债权人会议于2011年
9月 10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请各位债权人准时
参会。届时各位债权人应提交身份证件，委托人应提交身份证
件、授权委托书。 [湖南]保靖县人民法院

2014年 3月 3日，本院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
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兴达利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截止 2014年 3月 3日，江苏兴达利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的资产总额 167251249.35元，负债总额 884877443.02元，所
有者权益 （净资产） 为-717626193.67元。本院认为，江苏兴
达利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申请人主体适格，申
请人提出的破产清算理由属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14年7
月4日裁定宣告江苏兴达利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2014年 3月 3日，本院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

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意邦清洁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截止 2014年 3月 3日，江苏意邦清洁用品有限公司的资
产总额 24622763.9元，负债总额 470698254.16元，所有者权益

（净资产）为-446075490.26元。本院认为，江苏意邦清洁用品
有限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申请人主体适格，申请人提出的破
产清算理由属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一款、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4年 7月 4日裁定宣
告江苏意邦清洁用品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尚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申请于2014年
6月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指定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扬州
分所为该公司管理人。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4年 9月 1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江苏省扬州市文昌中路18号天衡会计师
事务所扬州分所孙彩华，邮编：225000，联系电话：0514-
85100591）申报债权。江苏尚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
于2014年9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中法庭召开。请债权人
准时参加。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 年 7 月 5 日裁定受理南通冠金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冠金置业）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该公司清算组为
管理人。冠金置业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冠金置
业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启东经济开发区华石工业区金
双喜大厦，联系电话13901464734，联系人吴俊逸）。申报时应
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逾期
未申报的依照《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冠金置业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冠金置业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4年11 月9日上午10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年 7月 5日裁定受理启东金双喜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双喜建材）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该公司清
算组为管理人。金双喜建材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
向金双喜建材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启东经济开发区华
石工业区金双喜大厦，联系电话 13901464734，联系人吴俊
逸）。申报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
有关证据。逾期未申报的依照《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
理。金双喜建材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金双喜建材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年 11
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年 7月 7日裁定受理南通威廉姆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威廉姆电器）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该公司清算组

为管理人。威廉姆电器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威
廉姆电器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启东经济开发区华石工
业区金双喜大厦，联系电话13901464734，联系人吴俊逸）。申
报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
据。逾期未申报的依照《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威
廉姆电器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威廉姆电器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年 11 月 9日
下午14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 年 7 月 5 日裁定受理南通博金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金电器）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该公司清算组为管
理人。博金电器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博金电器
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启东经济开发区华石工业区金双喜
大厦，联系电话13901464734，联系人吴俊逸）。申报时应当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逾期未申报
的依照《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博金电器的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博金电器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4年11 月8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4年 7月 5日裁定受理金双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双喜实业）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该公司清算组
为管理人。金双喜实业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金
双喜实业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启东经济开发区华石工
业区金双喜大厦，联系电话13901464734，联系人吴俊逸）。申
报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
据。逾期未申报的依照《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金
双喜实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金双喜实业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4年11 月8日9
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松原吉安生化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4年7月18
日作出（2014）松民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松原
吉安生化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吉林研法律师事务
所作为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办公室地址：吉林省松原市经济开
发区江南工业园区裕丰大街 1888 号，邮编：138000，电话：
0438-5058492,0438-5058430，联系人：孙博、张宁）。债权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4年8月3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松原吉安生化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4年9月12日上午9时在松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吉林省松原市沿江东路2019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
应向本院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
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凉城县华康食品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内蒙古

财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通讯地址：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路80号伟业大厦公寓楼七层；邮编：
010010； 联 系 人 ： 董 琰 霞; 电 话 ： 0471- 5291197，
13171001780）。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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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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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法行使权利。该厂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定于 2014年
10月15日9时在本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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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凉城县人民法院

因莱阳市面粉厂破产管理人已按照法院裁定认可的《莱阳
市面粉厂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将破产财产分配完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4
年7月4日裁定终结莱阳市面粉厂破产程序。

[山东]莱阳市人民法院
2013年 8月 1日，本院根据山东省无棣闽赣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山东省无棣闽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山东省无棣闽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资
产为 6 584.8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 588.95 万元，负债率
160.8%。本院认为，山东省无棣闽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符合法定破产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
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4年7月14日裁定宣告山东省无棣
闽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无棣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浙江善银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于2014
年6月25日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峻德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浙江善银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4年9月15日前，向浙江峻德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浙江
省海宁市海昌南路 426 号中海大厦 2 号楼 7 楼，邮政编码：
314400，联系人：张勤华 13606731914，057387236973，传真
8723818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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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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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善银节能科技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4年9月25日9时在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一
号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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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和律师执业证。

[浙江]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梁淑珍申请宣告朱保国死亡纠纷一案，经查：
朱保国，男，1972 年 9 月 21 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号
622102197209211253，户籍所在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晋城路
96号。于2010年4月30日起失踪，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朱保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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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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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7月25日电 （记者
韦 慧 裘立华） 7月25日，浙江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江西海联动物药业有
限公司5名被告人涉嫌生产、销售假兽
药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其中主犯被判无
期徒刑。这家公司产销假兽药金额超千
万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海联公司于

2006 年注册成立，主营兽药的生产、
销售，生产的兽药分为天星和海心两个
系列。

被告人熊某系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全面管理公司事务。周树某于 2012 年
进入公司，任技术总监，主管兽药配方
的研发、质检。詹某、周国某分别担任
生产车间主任和销售主管，管理公司兽

药的生产和负责天星系列兽药的销售。
王某系销售人员，负责天星系列兽药在
海盐等浙江地区的销售。

为牟取非法利益，熊某组织周树
某、詹某等人更改兽药组方或在兽药中
添加违禁成分，生产不符合国家标准的
假兽药，周国某、王某明知是假兽药，
仍予以销售。

海联公司生产的大多数兽药或没有
批准规号，或添加了盐酸氯丙那林（俗
称“瘦肉精”）、利巴韦林、金刚烷等
禁止使用成分，或在单方制剂中添加了
其他药物成分成为不合法的复方兽药。

从2012年1月到2013年2月，该公
司生产销售组方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兽药
品种重症绝杀、超强克拉风暴、克拉克

等兽药的累计金额为 1124 万余元；
添加违禁成分 “瘦肉精”的兽药品
种超强多抗、超能金尊、咳喘停、特
效咳喘宁的累计销售金额为 18 万余
元。

法院依法判决：5名被告人均犯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熊
某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
树某和詹某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
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
120万元；周国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七
年，并处罚金 60 万元；王某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10万元。

嘉兴判决一起兽药添加瘦肉精案
主犯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据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记
者 陈 菲） 记者 24 日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获悉，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 7
月21日对山东省招远市“5 · 28”麦当
劳餐厅故意杀人案的5名被告人依法向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这 5 名被告人分别是张帆、张立
冬、吕迎春、张航、张巧联。起诉书指
控张帆、张立冬、吕迎春犯利用邪教组
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故意杀人罪，被告
人张航、张巧联犯故意杀人罪。

烟台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吕
迎春、张帆、张立冬在“全能神”被认
定为邪教组织予以取缔后，继续进行邪
教组织活动，多次纠合“全能神”教徒
聚会，利用互联网、计算机制作、传播
邪教组织信息，发展邪教组织成员，破
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情节严
重，其行为触犯刑法第300条第一款之
规定，应当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罪追究刑事责任；5名被告人为发展
邪教组织成员向餐厅内的顾客吴某索要
电话号码遭拒，即认定被害人为“恶
魔”，残暴地将其杀害，情节特别恶
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其
行为触犯刑法第232条之规定，应当以
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招远“5·28”案
被提起公诉
五被告人被控
故意杀人罪

本报长沙7月25日电 （记者
禹爱民）今天，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了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
审的秦星强迫卖淫、组织卖淫一案。

该案原定于2014年7月17日开庭
审理，因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提出延
期开庭申请，为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
讼权利，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延
期开庭。7月24日下午，合议庭召集
检察员、辩护人及被害人的诉讼代理
人召开庭前会议，就相关程序、证据
等事项听取了各方意见。

庭审过程中，法庭就秦星是否制
止同监人员周某某自杀的事实、证据
及是否构成立功进行了法庭调查、辩
论。控辩双方（包括被害人的诉讼代
理人）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检
察员、被告人、辩护人、被害人的诉
讼代理人充分发表了意见。庭审进行
了近8个小时。

当事人亲属、部分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群众旁听了
庭审，湖南高院通过官方微博进行了
实时播报。

法庭将择期宣判。

秦星案重审开庭

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渐趋突出，人
民法院积极探索创新环境资源审判模
式，在处理环境纠纷案件中，从单纯的责
任追究、赔偿损失开始倾向于注重生态
环境的修复，实践中积累了有益经验。

7月25日下午，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
院公开宣判了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被告人王某非法占用耕地，改变被占用
土地用途，数量较大，并造成耕地大量毁
坏，其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1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5
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检察机关同
时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当庭一并宣判，
被告人王某被判应按照相关要求，继续
对被损毁耕地进行修复，并在判决生效
后3个月内达到国家规定的耕地标准。

“这是江阴法院第一起判决自行修
复的破坏环境资源的案件，也是近年来
法院不断增强环境资源司法力度的一个

体现。我们一直坚持保护优先、注重预
防、损害担责的原则，加大对污染环境
和破坏资源行为的惩处力度，努力为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江阴法院院长王立新如是说。

刑事打击必不可少

该案审理中查明，2013 年 3 月起，
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江阴市原利港镇某村
民委员会除向被告人发送告知书外，还
通过对其占用耕地断水断电等措施督促
被告人拆除耕地上的违章建筑。2013
年4月，江阴市国土局向被告人王某发
出了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和

《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王某“限期 7
日内拆除违法建筑物，恢复土地原
状”，并先后两次应王某请求延期至 7
月底，但王某仍未按期进行拆除整改。
直至2013年9月案发后，王某及其家属
才拆除了耕地上的建筑物。

在我国，对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主
要是通过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手段进行
的，而现有的行政措施很多时候无法有
效预防和制止某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
为，我们不得不通过严厉的刑事责任来
维护人类共同的利益。本案被告人明显
是慑于刑事处罚的压力，才开始修正自
己的违法行为的。可见，环境司法保护
中，刑事打击必不可少。

生态修复不容忽视

法院受理该案后，经江阴市国土局
委托无锡万方土地规划勘测有限公司编
制了《土地复垦项目实施方案》，并向
被告人王某进行释明，实施该复垦方案
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按照实施方
案制定修复计划，在法院、检察院、国
土部门和当地村委监督下，限期进行复
垦并达到耕地标准；二是委托第三方专
业公司进行复垦，所需费用由王某承

担。被告人王某自愿选择了第一种方
式，根据编制方案制定了复垦计划并经
法院批准实施。之后，被告人王某对毁
坏土地进行了第二次深化复耕，采取了
购置热土回填土层、平整表土机械翻
耕、挖设沟渠和田间路埂等具体措施。
7月14日，江阴市国土局组织专家进行
现场勘验后认为，“该地块地面已无建
（构） 筑物，覆土较平整，挖掘了部分
沟渠，被毁损土地得到明显恢复”。

“本案的积极意义在于探索生态修
复司法理念，建立生态修复机制。”该案
审判长韩仁波介绍，“根据法律规定，公
民由于过错侵害集体的财产造成损坏
的，应当承担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的
民事责任。以往审理类似污染环境的案
件，法院一般会判令环境污染者承担相
应的经济赔偿，由第三方对被污染的环
境进行修复。本案基于实际案情考量，
让被告人自己予以修复。从目前修复的

情况看，取得了预期的修复效果。”
如果遵循一般的诉讼模式，法院

直接根据案情依法定罪量刑即可。如
此处理，犯罪人得到制裁、法律上不
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已被污染的环
境、已被破坏的生态依然现实存在，
甚至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却并没有解
决。如果法院主动在环境资源类案件
审理中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环境
司法审判的根本价值取向，则将对整
体的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

据悉，福建各地法院在实践中也
从对毁林排污的打击惩治拓展到对绿
水青山的修复，创新形成了“补种复
绿”、公益诉讼和专家咨询等机制，
丰富提升了生态司法保护的职能作用
和发展空间。近5年来，福建全省法
院发出“补植令”、“监管令”等 500
余份，责令涉林刑事被告人补种、管
护林木6万余亩。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也进行了
类似的尝试。在办理生态环境类刑事
案件时，该院对部分较轻的犯罪在判
处刑罚的同时，责令被告人采取恢复
生态环境的举措，如对于盗伐林木的
犯罪案件，在依法对被告人适用刑罚
的同时，要求其补种树苗，对生态环
境进行修复，以补救犯罪行为对生态
环境所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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