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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5月17日（总第7008期）

申请人河北高科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通知你公
司对票号：31300052/27142832、票面金额：壹拾伍万元整、付款
人：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付款人帐号：667012019000002271、
付款人开户银行：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收款人：河
北新兴铸管有限公司、收款人帐号：0405303909300000765、收款
人开户银行：工行邯郸新兴支行、出票日期：贰零壹陆年壹拾壹
月贰拾叁日、到期日：贰零壹柒年伍月贰拾叁日的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上海臻宇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上
海臻宇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汇票、号码
00100041 20680096，票面金额人民币3，000元，出票人上海臻宇
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六合分中
心、出票日期2017年3月14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5
月 4日起至 2017年 7月 3日止。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上海利岛化工物资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上
海利岛化工物资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汇票、号码
10200042 20872301、票面金额人民币 35,000 元、出票人上海利
岛化工物资有限公司、收款人中国寰球工程公司、出票日期2015
年 7月 6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年 5月 11日起至 2017
年7月9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恒丰友泰商贸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
票据记载：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天津市恒丰友泰商贸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汇票号码为31300051 40604999；票面金额
为5万元；出票人为天津市骐骥盈鑫科技有限公司；出票银行为
锦州银行天津分行；出票日期为2016年8月31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年2月28日;收款人和持票人均为申请人。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恒昌木业有限公司因灭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临沂恒昌木业有限公司。二、公示催
告的票据：汇票号码为31300052 21482890；票面金额为10万元；
出票人为天津第一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出票银行为宁夏银
行天津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17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年 7月 12日;收款人为天津市江顺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后经
过背书转让，最后由山东紫瑞物资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
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宏荣洋机械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因汇票一份（号码

为30100051 25469864，票面金额为150000元，出票人：东菱技术
有限公司，收款人：昆山莱捷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付款行：交通银
行嘉兴嘉善支行，出票日期 2016年 11月 9日，汇票到期日 2017
年 5月 9日）遗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获嘉县功明物资经销处因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
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40200051/25754322，票
面金额 40000元，出票人杭州海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收款人桐
乡市同飞电子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日 2017年 5月 29日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岭市钱江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因遗失一张银行承兑
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兴业银行台州临海支行于 2017年 5月 3日签发，票号为
30900053 27790165，到期日为2017年11月3日，票面金额为壹拾
万玖仟伍佰元整，出票人为浙江永源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温岭市钱江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11月
18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鸿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因持华夏银行湖州分行
营业部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编码为 30400051/21639599、票面金额
10万元、出票人浙江天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奋欣实
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年8月18日、到期日2017年2月18日）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州市天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付款行为浦发
重庆分行营业部的一张票号为3100005126641473的银行承兑汇
票（出票日期：2016年4月28日，出票人：重庆鑫源摩托车股份有
限公司，收款人：重庆鑫源动力制造有限公司，出票金额：30 000
元，汇票到期日：2016年10月28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
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
效。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陈玉兵的申请于 2017年 4月 12日裁定受理南通
铂金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金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事务所为铂金公司管
理人。铂金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7 年 7 月 5 日以前，向铂金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 82号新通海大厦北
二楼；邮政编码：226000；联系电话：18962978319）申报债权。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理。铂金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 9 时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会议。

[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句容市后白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

务中心的申请，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镇江升月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汇瑞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镇江升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7
年 7 月 8 日前，向管理人（联系人华杨斌律师 联系电话：
13905297550）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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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
升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
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上午 9 时在第九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
参加。 [江苏]句容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句容市后白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
心的申请，于 2017年 4月 27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句容市峻杰商贸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汇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句容市峻杰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7月8日前，向管
理人（联系人华杨斌律师 联系电话：13905297550）申报债权。逾
期申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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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市峻杰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7年 7月 21日下午 3时在第九法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句容市人民法院

厦门臻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摄连珍、王俊新、王俊义、王红
梅、厦门世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廖清江、厦门三江世侨集团有
限公司、厦门尚地伟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尚地（厦
门）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陈全福、黄萍、
陈孝容、王宏波、卫岗诉被上诉人厦门臻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王秉岐（已故）、摄连珍、王俊新、王俊义、王红梅、厦门世侨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廖清江、厦门三江世侨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尚地
伟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尚地（厦门）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最高法民终214号应诉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
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4月 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素珍、刘素萍申
请宣告刘国友死亡一案。二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01年3月离
家出走至今未归。2014年12月8日被宣告失踪后仍无任何消息，
下落不明人刘国友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
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国友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国友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一年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刘国友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郑州兴通生态林业技术有限公司、赵盼盼、张慧瑞：本院受
理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圃田信用社申请执行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豫 0191 执
744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履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向申
请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
定评估、拍卖机构，逾期既不履行义务又不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
定评估、拍卖机构的，本院将依法选定评估、拍卖机构对查封的
财产（张慧瑞名下所有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168号枫丹白
露31号楼-1~3层2号的房产）进行处分。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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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合肥5月16日电 （记者 周
瑞平）今天上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合肥市人民检察
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诉合肥伟茂铝业有
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一案。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以来，安徽省首
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

合肥伟茂铝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主要从事铝型材的
生产加工，正常生产量日均 5000 千克
左右。截至案发，该公司购进并使用
含有铬的化学制剂 90 桶，每桶的重量
为 30 千克。2015 年 6 月，该公司向肥
东县环境保护局报批环评，但未通过

环保验收。2016年3月9日，肥东县环
境保护局工作人员在该公司进行检查
时发现，该公司在脱脂、水洗池旁的
雨水管道处开口，将废水排到厂房外
雨水管道，流入定光河，最终注入巢
湖。当天，肥东县环境保护局检测人
员从该公司清洗池旁的围堰、清洗池
进雨水管排口和入定光河雨水口取样
检测。经检测，从流入定光河雨水口
取样检测到的六价铬为1.59mg／L，已
超过国家排放标准。同年4月5日，肥
东县环境保护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责令合肥伟茂铝业有限公司停止生产，
并处以10万元罚款。

2016年8月，检察机关委托安徽合

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和环保专家进行检
测评估，检测公司以150米河道为检测
段进行检测，确定合肥伟茂铝业有限公
司非法排放含铬废水的行为造成检测段
河道底泥的生态修复费用为 25.74 万
元。由于水体具有流动性，且该公司在
生产过程中使用含铬的化学制剂用量达
2700 千克，结合肥东县定光河的水域
环境、河水注入巢湖的实际情况和检测
段修复费用，最终确定该公司应当承担
的生态修复费用和环境损害至恢复原状
期间的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合计102.96
万元。

检察机关在履行诉前程序后，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向合肥中院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合肥伟茂
铝业有限公司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和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
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并承担公益
诉讼人为该案支付的检测评估费共计
104.96万元。

庭审中，经过法庭举证、质证、辩
论等环节，被告合肥伟茂铝业有限公司
对公益诉讼人主张的事实无异议，双方
对相关证据均无异议。由于案件事实清
楚，合议庭当庭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
双方一致同意法院组织调解。

据了解，庭后双方已达成调解协
议，法院将于近期依法向社会公告调解
协议内容。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
员 徐 艳）福建省厦门市一被告人
纠集多人以操作虚假出口业务、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等非法手段骗取出口
退税，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 6033 万
余元。近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骗取出口退税
罪判处主犯周良德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0 万元，判处许
微风等四名从犯有期徒刑七年至五
年，并处相应罚金；以买卖国家机关
证件罪判处被告人黄秀文有期徒刑二
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0 月间，
被告人周良德为骗取出口退税牟利，
先后纠集被告人许微风、萧双钰、周
胜兴、周美珍等人，利用其实际控制
的厦门良得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逸臻进出口有限公司、厦门德克
斯进出口有限公司，操作虚假出口业
务，在上述3 家公司没有实际采购、
出口货物的情况下，采取购买海关出
口报关单证假报出口、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等非法手段骗取出口退税。

被告人许微风、萧双钰、周胜
兴、周美珍受雇于周良德，明知周
良德从事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仍然
受其指使协助从事骗取出口退税活
动。他们分工明确，分别负责公司
日常管理、联系开票、资金回流、
记录内账、购买外汇、“买单出口”
等事项。

在操作过程中，被告人周良德指
使被告人许微风等人将盖有上述3家
公司的空白委托报关协议书、A4 便
笺纸等出口单据交给被告人黄秀文寻
找需要出口的服装等货物后，假借上
述3家公司自营出口货物的名义办理
出口报关手续。货物通关后，被告人
周良德等人向黄秀文支付“买单”费
用，获取海关签发的出口货物报关单
退税联等通关单证。

与此同时，被告人周良德直接或
授意许微风等人联系下家，在江西省
多地开设多家服装加工制造企业，为
上述“买单出口”货物制作与上述3
家公司之间的虚假购销合同，提供虚
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营造上述3
家公司自营采购、出口货物的假象。
之后，被告人周良德等人再使用以上

“票货不符”的单证材料，向税务机
关骗取出口退税。

经查，上述期间，被告人周良德
以3家公司名义操作虚假报关出口货

物共计539票，报关总金额6223万余
美元。为出口货物虚开进项增值税专
用发票共计 4068 份，申请出口退税
合计 6033 万余元人民币，已退税
5431万余元。

被告人许微风参与骗取出口退税
合计2919万余元，已退税2597万余
元；被告人萧双钰参与骗取出口退税
合计2530万余元，已退税2496万余
元；被告人周胜兴参与骗取出口退税
合计2032万余元，已退税1469万余
元；被告人周美珍参与骗取出口退税
合计583万余元，已退税337万余元。

2012年4月至2014年9月间，被
告人黄秀文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
上述3公司未实际采购、出口服装货
物的情况下，仍使用盖有3家公司印
章的空白报关协议书等出口单据，将
他人委托其办理出口手续的 67 票服
装货物假借上述3家公司名义申报出
口，报关出口金额合计 817 万余美
元。货物通关后，被告人黄秀文将相
关 67 份报关单证非法出售给被告人
萧双钰等人，并已实际收取“买单”
费用共计7 万余元。被告人萧双钰、
周美珍等人将其中 57 份单证用于申
报出口退税，报关出口金额共计738
万余美元，骗取出口退税合计717万
余元，已退税398万余元。

2014 年 11 月，被告人周良德、
周胜兴、许微风、周美珍相继被公安
机关抓获。同年 12 月，被告人萧双
钰、黄秀文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到
案接受调查。被告人许微风、萧双
钰、周美珍、黄秀文到案后，均如实
供述了所涉主要犯罪事实。

厦门中院认为，被告人周良德、
许微风、萧双钰、周胜兴、周美珍以
购买海关报关单证假报出口、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等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
税，其行为均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
罪，均属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黄秀
文为牟利，向他人非法出售海关报关
单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买卖
国家机关证件罪。本案各被告人共同
实施部分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周良德
为主策划、组织、实施涉案骗取出口
退税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
用，系主犯；被告人许微风、萧双
钰、周美珍受周良德雇佣，参与实施
涉案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
作用，被告人周胜兴在共同犯罪中起
辅助作用，均系从犯。

综上，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南通5月16日电 江苏省
南通市一“黄标车”车主张某认为当
地公安部门向他发出的《关于加快淘
汰报废“黄标车”的通知》不符合法律
规定，遂将通州区公安局告上了法庭，
请求撤销被告所作的通知并责令被告
依法给他的黄标车进行年检。

今天下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这起车辆行政管理案作出维
持一审的终审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
请求。

2016年8月1日，南通市通州区
公安局作出 《关于加快淘汰报废

“黄标车”的通知》，并邮寄送达给
车号为苏FU0987的所有人张某。该
通知认定苏FU0987为黄标车，并称
该局将把通州现存的黄标车信息导

入道路监控、缉查布控及民警警务通
等系统，全天候对黄标车闯禁区的违
法行为进行抓拍、拦缉。该 《通知》
同时指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督促机
动车安检机构依法对未取得绿色环保
标志的车辆不予安全技术检验，并不
得为黄标车办理转籍过户或委托异地
检验；检测机构对列入淘汰范围的黄
标车不提供检测服务，不再核发环保
检验标志；对列入淘汰范围的营运黄
标车，不再审验营运证；交警大队车
辆管理所对未依法办理淘汰报废黄标车
手续的单位 （个人），将停办相关车管
业务等。该通知的最后还附上了报废途
径及相关处罚办法。

张某对该通知不服，遂将通州区公
安局告上了如皋市人民法院，请求撤销

公安局作出的《关于加快淘汰报废“黄
标车”的通知》，并责令其依法给予其
苏FU0987汽车进行年检。

法院查明，苏FU0987车辆为柴油
车，其行驶证标明的环保达标为国二排
放标准。南通市机动车排污监督管理中
心向通州区公安局出具加盖车辆排放标
准证明专用章的 《机动车环保标段证
明》，证明苏 FU0987 车辆排放标准为
国二，属于黄标车。

如皋法院一审认为，国务院印发
的国发 〈2013〉 37 号 《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 明确要求加快淘汰黄标车
和老旧车辆。采取划定禁行区域、经
济补偿等方式，逐步淘汰黄标车和老
旧车辆。到 2017 年，基本淘汰全国范
围的黄标车。要求加大黄标车限行执

法力度，每年开展营运黄标车清理
整顿行动，未取得绿色环保检验合
格标志的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的，不得申领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不予办理道路运输证年度审验
手续。《江苏省 2016 年度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计划》 明确要求实现黄标
车全面淘汰。

张某要求责令通州区公安局应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规定，督促安检机构给予其苏
FU0987 汽车进行年检的诉讼请求，
因该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 的规定相冲突而不应适
用。综上，法院遂判决驳回原告张某
的诉讼请求。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被诉通知

将张某的苏FU0987车辆认定为黄标
车并在行驶、检验、淘汰、补偿等方
面作出的规定，具有法律和政策依
据，并不侵犯张某的合法权益，遂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祺炜 古 林）

新华社郑州 5月 16 日电 （记
者 李丽静）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原副
检察长李晋华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近日被河南省濮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受贿
犯罪所得及来源不明财产予以追缴。

李晋华曾任河南省检察院反贪局
长和主抓反贪的副检察长。2015年4
月 11 日，经河南省委批准，李晋华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次年
11月16日，濮阳市中院开庭审理李
晋华一案。

法院审理查明，李晋华自2004年
至 2014 年在担任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
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在

承揽工程、土地开发、协调案件等方面
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 868.5082 万
元、美元2 万元。李晋华还有价值人
民币1322.0707万元的财产，支出明显
超过合法收入，不能说明来源。

法院认为李晋华的行为已构成受
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数罪
并罚。其有索贿情节，依法应从重处
罚；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
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
实，认罪悔罪，积极配合赃款追缴，
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以受贿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100万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100万元；对李晋华受贿犯罪
所得及来源不明财产予以追缴。

本报讯 山东济南一名中学体育教
师利用职务便利，为 11 名学生违规办
理了国家运动员证，共计受贿 44 万
元。日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对这
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这名体育教
师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
20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苏某系济南
某中学体育教师兼任男子篮球队主教练
及体育特长生招生测试评委。苏某利用
其负责济南某中学男子篮球队队员比
赛、办理国家运动员一、二等级资格证
书的职务便利，在 2010 年 7 月至 2014
年底4年多的时间内，多次收受学生家

长及中间人给予的贿赂，受贿范围涉及
山东、山西、新疆三省区，共为 11 名
学生违规办理了国家一级或者二级运动
员证，受贿金额最多的一次达 12 万
元，共计受贿44万元。

法院同时查明，被告人苏某还受学
生家长吴某的委托，将100005元以其妻

子的名义办理一张银行卡，送给了北京
某高校的一名体育主教练，请其在高水
平运动员测试过程中给吴某之子予以照
顾，以便吴某孩子被北京某高校录取。

根据刑法等相关规定，法院日前作
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苏某犯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
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
20万元。同时，苏某非法所得44万元
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目前，此案一审
判决已正式生效。

（安 健）

安徽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开庭
庭后已达成调解协议 法院近期将公告协议内容

受贿并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河南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李晋华获刑

虚假出口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000余万元

厦门一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团伙被判刑

济南一体育教师为11名学生办理国家运动员证
受贿44万元行贿10万余元获刑

南通一公安局发通知淘汰黄标车
车主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被驳回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郭德萍说，本
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被诉通知内容
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依据，是
否侵犯了原告张某的合法权益。

对此，郭德萍说，依法行政并不
排斥政策的作用空间。由于社会生活
的复杂性，加之法律具有与生俱来的
有限性和滞后性特点，行政管理实践
中常常会出现法律规范不能满足现实
管理需要的现象，这就要求管理部门
不能消极等待法律规范的出台，而应
积极主动应对社会突出问题，在尊重
法治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及时制定相应
政策，弥补法律规范的缺失，以此推
动行政管理的高效运行，满足社会治
理的需要。因此，在没有法律规范或
法律规范缺乏具体操作性指引的情况
下，通过政策进行弥补，并不违反依
法行政的原则和精神，特别是面对日

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依法治理和政
策先行都是一种现实而迫切的选择。

被诉通知内容具有相应的法律和政
策依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 将保护环境上升为基本国
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确立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和源
头治理原则。《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
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黄色环保
标志机动车违反有关禁止行驶的区域、
时段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按照违反禁令标志依法予以处罚。

2013年国务院即出台《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要求限期淘汰黄标车，江
苏省环境保护厅、江苏省公安厅苏环办
［2016］72 号文也明确要求在 2016 年内
全面淘汰全省剩余的黄标车，并对黄标
车的行驶、检验、检测及淘汰报废等作出
了强制性规定。被诉通知所涉的对黄标
车不予检验、检测、不核发环保检验标
志、不审验营运证以及停办相关车管业
务等内容，是对上述规定的细化和落实，
具有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依据。

被诉通知的内容是确保黄标车全面
淘汰的必要手段。通州区公安局以通知
的方式对黄标车的行驶、检验、检测及

淘汰报废等作出的强制性规定，就是
为了完成年度辖区内全面淘汰黄标车
任务而采取的日常管控手段及措施，
不仅合法而且必要。

郭德萍同时指出，《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行政
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
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
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
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
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
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
偿。根据该条规定，当准予行政许可
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
行政机关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法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但应
当对行政许可相对人造成的损失依法
给予补偿。

■连线法官■

生效的行政许可也可依法撤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