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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东莞7月26日电 今天，广
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依法对李渡等
5名被告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
案作出一审判决，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零六个月至一年零八个月不等，并处
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 年以来，
龙跃（已判刑）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在
东莞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
了以龙跃为组织、领导者，李渡（外号

“海南老大”）、邓云卫、谭燕、邱蛟
龙、邱梦杰等多人参加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该组织架构稳定，组织成员基本固
定，以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通
过赌场抽头渔利、向参赌人员放高利贷
等获取大量非法收入，并向组织成员发
放工资、提供生活保障，为实施犯罪活
动还购置了枪支、大批钢管、砍刀等作
案工具；该组织不断扩充组织成员，为

维护组织经济利益和扩大影响力，随意
殴打他人，持刀具、枪支组织大规模聚
众闹事，在东坑镇一定区域为非作歹，
称霸一方。

2013年至2015年，以龙跃为首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在东莞市东坑镇多地通过
赌三公的形式开设赌场，组织多人赌博，
并从中渔利。李渡等5名被告人长期参
与赌场内工作，负责看管水钱、发牌、抽
水、看场、给参与成员发放工资等事务。

2015年3月，龙跃纠集多人在公共
场所起哄闹事，李渡、谭燕、邱蛟龙、
邱梦杰等组织成员参与其中，携带枪
支、砍刀、钢管等器械，在该镇某大排
档对袁某进行暴力威胁，团伙成员现场
鸣枪，造成当地群众恐慌，严重破坏社
会生活秩序。

2015年4月，邱蛟龙、邱梦杰及其他
组织成员为维护赌场非法利益，对其他
赌博场所进行打砸，并现场抢走现金。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渡、邓云卫、
谭燕、邱蛟龙、邱梦杰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结伙开设赌场，其行为均已构成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
李渡、谭燕、邱蛟龙、邱梦杰结伙在公
共场所起哄闹事，威胁、恐吓他人，破
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
罪；邱蛟龙、邱梦杰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使用暴力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
已构成抢劫罪。上述5名被告人均为一
人犯数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且该犯
罪团伙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

安全，严重破坏了当地社会治安和生活
秩序，应予以严惩。

据了解，龙跃已于2017年被东莞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开设赌场罪、抢劫罪、非法拘禁
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
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没
收财产15万元，并处罚金15.6万元。

（黄胜龙 林 婷 钟紫薇）

参加黑社会组织、开赌场、抢劫、寻衅滋事

5名黑社会成员被东莞法院一审处刑

图为案件宣
判现场。
钟紫薇 摄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本报讯 （记者 武新邦 通讯
员 郑文慧） 安徽亳州男子汪某与
蒋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由法院作出
判决，判令蒋某的结婚嫁妆归蒋某所
有，汪某不仅未履行义务，还在执行
法官强制执行时言语侮辱执行法官，
还抢夺执法记录仪并将执行干警衣服
撕烂，可谓是嚣张至极，近日，安徽省
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汪某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一年零六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汪某与

蒋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由谯城区法
院作出判决，蒋某的个人财产归蒋某
所有。后汪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亳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因汪某
一直未履行义务，蒋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在法院执行干警对嫁妆进行

强制执行时，被告人汪某不仅言语侮辱
执行干警，还在执行干警手持执法记录
仪现场录像时，用言语威胁干警交出执
法记录仪。后汪某去夺拽执法记录仪，
并将一位执行干警的上衣撕烂，导致蒋
某的嫁妆等个人财产未能被执行搬出。

案发后，被告人汪某的家人与申请执行
人蒋某的委托代理人蒋召备达成协议并
履行执行义务。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汪某对人
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应予惩处。被告人汪某被
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坦白
情节，已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予
以从轻处罚；另经社区影响矫正评估，
对其可依法适用缓刑，法院遂依法作出
如上判决。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本报讯 “再不还款就分手！”
近日，在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
法院，被执行人王某不停向张某低
声道歉。原来，王某与张某系男女
朋友，王某因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
决被司法拘留，张某出面担保履行
部分还款义务与申请人达成和解，
王某被解除司法拘留后并未按约还
款，法院遂将张某的车辆扣留查
封，王某履行 5000 元后写下还款保
证书。

王某几年前向朋友孙某借款 5.3
万元，约定两个月后归还。借款到
期后，王某以各种理由拒不还款，
孙某多次索要未果将其告上法庭。
法院判决王某返还上述借款及利
息。

判决生效后，王某拒不履行，孙
某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通过多方查询

均未发现王某名下财产线索。执行干
警遂向王某送达了执行通知、报告财
产令、信用风险惩戒提示，王某不仅
不如实报告财产情况，还态度蛮横拒
不执行。法院遂依法将王某纳入全国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其适用限制
高消费措施。

在强大的执行压力下，王某不仅
没有认识到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严重
后果，还干脆拒接执行干警的电话，
玩起“躲猫猫”，故意逃避执行。
2017 年底，该院在一次集中执行活
动中将王某找到并带回法院。承办该

案的执行干警朱建光耐心劝解王某，对
方却不为所动，以无能力为由拒不执
行，法院遂对其作出司法拘留十五日的
处罚。

王某在被拘留期间，其女朋友张某
提供担保，还款1万元后与孙某达成和
解，双方约定分三次将剩余欠款偿还完
毕。解除拘留的王某在约定到期后，并
未履行还款义务，并且搬离了原住所躲
了起来。

7月22日晚7点多，孙某给刚下班
回家的朱建光打电话称自己发现了张某
停放在路边的车辆，朱建光听完后立即

联系两名法警前往现场。经过半个小时
的等待，将准备上车的王某堵个正着，
朱建光当即将该车予以扣留，王某被带
回法院。

“您好，您的车辆已经被法院查
封，请在接到电话通知十日内履行还款
义务，否则将依法对你的车辆进行评估
拍卖。”张某第二天接到法院的电话通
知，一听自己的车辆要被处置后立即
来到法院找王某理论。“你赶紧把钱还
了，因为这几万块钱你给我找了多少
麻烦，如果把我的车给拍卖了咱俩就
分手！”见到王某后，张某情绪激动，
对其厉声指责。在强大的执行压力
下，王某于 7 月 25 日还款 5000 元，承
诺剩余欠款分批结清，并写下保证
书，待所有债务履行完毕后，将车辆
返还给张某。

（赵市伟 魏泽森）

辱骂法官还抢夺执法仪
男子犯拒执罪领刑

男子拒不还款致女友轿车被查封
女友扬言“再不还款就分手”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姚高峰）买了辆二手车，到手后发现实
际行驶里程，比里程表显示的要多不
少。为此，周某把卖二手车的公司告上
了法院，要求“退一赔三”。近日，浙
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
一审判决，二手车公司全额退款，并按

购车价的三倍赔偿损失。
2017年6月，周某到被告二手车公

司所在杭州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的店里
看车，看中了一辆白色的雪佛兰迈锐
宝，里程表显示开了 5.2 万公里，以
9.96万元的价格成交。周某付款提车后
发现，车子实际行驶里程数与里程表显

示数据不符，多了2万多公里。
法院经审理认为，二手汽车的行驶

里程，是影响消费者选择权的重要信
息。二手车公司作为车辆销售者，应当
向作为消费者的周某提供有关该车行驶
里程的真实信息，并且有核查的义务。
虽然二手车公司方面主张实际行驶里程

与里程表显示数据一致，均为5万多公
里，且已告知周某，但从二手车公司法
定代表人解某与周某丈夫的对话中可以
看出，二手车公司显然未对该车的实际
行驶里程进行过核查、检测。此外，并
无证据表明周某在购买该车时即已知道
该车的实际行驶里程达7万多公里。

法院认定，二手车公司及解某未告
知周某涉案车辆的实际行驶里程，构成
欺诈，判决二手车公司退还周某购车款
9.96万元，并“退一赔三”，赔偿损失
29.88万元。周某在二手车公司履行完
毕后，把车还给二手车商。

买二手车却发现行驶里程作假
消费者要求“退一赔三”获法院支持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27日（总第7423期）

申请人丹东鸿利海运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1日向本院申请
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人称：其所属的“鸿鹏”轮系干货
船，船籍港丹东港，总吨位2985吨。2018年5月16日，“鸿鹏”轮在
福建省福清兴化湾2号灯浮西侧水域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该轮沉
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章及《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
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等规定，申请人就本次事
故产生的非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设立海事赔偿限制责任基金，基
金的数额为290997.5计算单位及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基金设
立之日止的利息。本院已依法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一、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请人丹
东鸿利海运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
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3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但
经本院书面通知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7日内提出书面异议。
二、债权人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60日内就本次事故产
生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
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债权人对申请人申请
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债权。2018年7月18日，附本院联系方式：联系人：王
端端、罗慧华，电话：0592-5283359、5287715，地址：福建省厦门市
湖里区金尚路906号。 [福建]厦门海事法院

贾庆凤、徐凤跃：本院受理徐凤石、徐凤翔、徐凤媛、徐凤华
诉你们及徐凤敏、徐凤捷、徐凤健、徐静、李兰香、徐军、徐思竹、
胡泽胜、胡紫涵、徐馨分家析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
于2018年9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右安门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龙口柳海矿业有限公司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条第五项规定的解散事由，却未能在法定时间内成立
清算组自行清算。2018年5月17日，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出具
（2018）鲁 0681清申 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股东南山集团有

限公司对龙口柳海矿业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2018年7月2
日，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以（2018）鲁 0681强清 1号决定书指
定烟台瑞成资产清算有限公司与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枣庄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成龙口柳海矿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由王攀担任清算组负责人。龙口柳海矿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通讯地址：烟台市芝罘区西南
河路 176-7号；邮政编码：264001；联系电话：0535-6217925；联
系人：万律师）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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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柳海矿业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龙口柳海矿业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龙口柳海矿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本院受理杨利朗申请宣告杨龙、包愉芳失踪一案，经查：杨
龙、包愉芳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杨龙、包愉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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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熊伯良、代文凤申请宣告熊二妹失踪一案，经查：熊二
妹，女，198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慈利县零阳
镇团坡村七组，公民身份证号码430821198109210928,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熊二妹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逾期仍下落不
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熊二妹失踪。 [湖南]慈利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陈桂良、陈桂健申请宣告被申请人何艳红
失踪一案，经查：何艳红与申请人系母子关系，申请人父亲于
2012年3月19日病故，何艳红从2012年11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被申请
人何艳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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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卫东申请宣告陈伯泉死亡一案，经查：陈伯泉，
男 ，汉 族 ，1923 年 5 月 2 日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52319230502291X，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昆山市陆家镇夏桥村
蒋家村村民小组 44号，于 1997年 3月走失，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陈伯泉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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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仇中林申请宣告仇美华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仇美

华，女，1981年10月4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586198110047829，汉
族，原居住于苏州市吴县渡村镇石塘村第一组，于2003年8月起，下落
不明已满1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仇美华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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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姚五八申请宣告吴
维玲失踪一案。申请人姚五八称，其妻吴维玲(居民身份证号码
321121197302191426)自 2008年 10月份外出后，至今未归，并与
家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人吴维玲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吴维玲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吴维玲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吴维玲的情
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蒋二永申请宣告林长
枚失踪一案。申请人蒋二永称，系与林长枚系为同居关系，后生育一
子蒋依晨，2013年7月林长枚无故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
明人林长枚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
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林长枚将被宣告失踪。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林长枚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林长枚情况向本院报告。[辽宁]昌图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张运英、赵守强申请宣告赵国辉死亡一案，经查：
赵国辉，男，汉族，1966年9月25日出生，住辽宁省绥中县网户乡张
监村，身份证号码：210723196609252216，被申请人赵国辉随辽绥
渔35280出海打渔，于2017年11月20日20时30分该船返港途中
突然起火，最后施救无效船体全部烧毁沉没。事故发生后，9名船
员7名获救，被申请人赵国辉失踪至今，经辽宁省绥中渔港监督处
调查认定，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赵国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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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马秀东、马连强申请宣告马连国死亡一案，经查：马连国，男，

197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号：210902197610231539，户籍
所在地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光明路58栋3号。马连国于2000年1月1日
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马连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相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辽宁]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效东、刘凤芹申请宣
告李荣顺失踪一案。申请人李效东、刘凤芹称其是被申请人李荣顺
的父母，李荣顺（男，1987年2月28日生，辽宁省绥中县沙河镇金沟
村东李金屯人）于2012年1月外出去天津打工，2012年4月与家人最
后一次通电话后至今下落不明已满6年。下落不明人李荣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荣顺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
荣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李荣顺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绥中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佳奇申请宣告王守福死亡一案，经查：王守福，男，汉
族，1969年9月1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210604196909110012，辽宁省
丹东市人，原住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浪头镇顺天村，于2014年11月22
日在出海作业期间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
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守福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人员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宣告王守福死亡。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杨仕学申请宣告王秀萍死亡一案，经查：王秀萍，
女，汉族，1969年4月10日出生，原住平罗县农牧场3队，身份证
号：64022119690410032X，于2012年10月2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5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王秀萍本人或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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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平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周普申请宣告凌盛死亡一案，申请人称：凌
盛，男，1981年 1月 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六
灶社区果园村 579号 2室，于 2010年 7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本院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1年。请凌盛本人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的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期满未申报的，凌
盛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凌盛生存现状的人，应在公告期内将其
所知情况，向本院报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7月 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谭鑫申请宣告吴英
死亡一案。申请人谭鑫称，下落不明人吴英，女，1958年3月10日
出生，汉族，失踪前住四川省都江堰市紫坪所水电十局马超坪1栋

附1号。2001年2月21日起，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下落不明人吴
英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吴英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吴英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吴英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周桂英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杨舒怡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杨舒怡，女，1990年 12月 20日出生，汉族，无
职业，户籍地天津市河北区月牙河道灵江里 9门 403号，身份证
号：120105199012200663。被申请人杨舒怡于 2012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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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申请人杨舒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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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安鸿敏申请宣告张捷
死亡一案。申请人安鸿敏称，张捷，男，汉族，1946年12月8日出生，
户籍地（原住地）天津市南开区曙光街曙光楼2号楼2门309号，2004
年10月25日走失，申请人曾登报寻找查无音讯，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4年。下落不明人张捷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捷将被宣告死亡。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张捷生存现状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张捷情况，向本院报告。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郑官普申请宣告施彩连失
踪一案。申请人郑官普称，申请人郑官普系下落不明人施彩连丈夫，下落
不明人施彩连于2001年12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满2年。下落不明
人施彩连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施彩连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施彩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施彩连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兹有本院公关处干警徐志锋，丢失证号为0304的工作证，特
此声明作废。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农业银行莘县支行朝城办事处 1996年 6月 1日启用的
《中国农业银行莘县支行朝城办事处转讫（2）》印章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2001年 10月 26日启用了新的《中国农业银行莘县支行
朝城办事处转讫（2）》印章，自 2001年 10月 26日起加盖原《中国
农业银行莘县支行朝城办事处转讫（2）》的所有凭证一律视为无
效凭证，特此声明作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莘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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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本案中的垃圾掩埋等环境
侵权行为及造成的不良后果向凤台县
刘集乡山口村和淝北村村民及凤台县
政府相关部门道歉，我们深刻认识到
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保证不再发生类
似事件，请予谅解。”从7月25日起，王
晓杰等 8 人、阜阳市永浩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浩公司）按照安徽
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
在安徽日报连续3天刊登一则道歉声
明，就其在安徽省凤台县境内违法填
埋生活垃圾，导致土壤污染，饮用水源
受破坏的环境侵权行为向社会公众赔
礼道歉。至此，淮南市这起环境公益诉
讼案的判决内容履行完毕。

1400吨生活垃圾埋到淮河边

安徽省环保联合会提起的这起环
境公益诉讼中，起诉了 13 名被告，永
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晓杰是其中一个

“关键人物”。2015年5月7日，王晓杰
与安徽阜阳市皖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签订生活垃圾供应与结算协议后，于
同年7 月，与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人民
政府、桐乡市濮院镇人民政府、桐乡市
人民政府梧桐街道办事处、桐乡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四单位签订生活垃
圾委托处理协议，由王晓杰负责将该
四单位的生活垃圾装船运至安徽阜阳
焚烧。随后，王晓杰通过船只将生活垃
圾陆续运往阜阳市淮河水域。

2015年10月，王晓杰急于将滞留
在阜阳淮河水域的垃圾处理掉，遂联
系高一帮忙处理。高一又联系许士谭
商议处置。后高一、许士谭二人商议在
凤台县境内选址对垃圾进行掩埋。随
后，高一联系王晓杰，将垃圾运至凤台
县，许士谭在夜里组织车辆将垃圾卸
船后运至凤台县刘集乡济祁高速便道
东侧的坑内进行掩埋，后因他人反对，
许士谭决定重新选址掩埋剩余垃圾。
2015年10月中旬，许士谭找詹军、詹
效香、陈景明帮忙寻找倾倒垃圾的地
点，并表示要在詹军和陈景明共同经
营的淮峡码头卸垃圾，詹军同意后随
即通知陈景明。10月18日，许士谭、詹
军、陈景明随詹效香在凤台县刘集乡
山口村与石家湾搭界处查看选址，因
该地无法停靠机器设备而被放弃。返
程时陈景明提出可将垃圾卸在凤台县
山口村淮峡码头西南角河滩处，许士
谭、詹军等表示同意。此后，许士谭即
组织詹效香的挖掘机在淮峡码头西南
角河滩地处挖坑，陈景明也将其个人
的挖掘机运至淮峡码头准备卸船。

10月21日晚，许士谭组织车辆在
陈景明、詹军等人经营的淮峡码头开
始卸垃圾，并将垃圾转运到挖好的坑
内掩埋，掩埋均在夜间进行，直至 10
月26日凌晨方将二船约1400吨垃圾
掩埋完毕。掩埋垃圾期间，许广雨、盛
祝杰按照许士谭的安排在现场组织卸
船、掩埋垃圾。

8名被告人污染环境获刑

经过连续 5 天昼伏夜出的“工
作”，垃圾终于被掩埋完毕。但垃圾恶
臭难当，几名参加掩埋的人都觉得气
味太大，就在垃圾上打上了敌敌畏，遮
盖臭味。这些垃圾富含有害物质，很
快，刘集乡山口村部分村民陆续出现
恶心、呕吐、头痛等症状。刘集乡卫生
院证实，自2015年10月21日以来，山
口村共发现不适病人50余人。

2015 年 10 月 25 日，凤台县环境
保护局接群众举报后对现场进行调

查、勘验，发现掩埋垃圾处于饮用水源
地上游准保护区。凤台县刘集乡政府
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间，
分别组织对山口村和淝北村两处掩埋
的有害废物垃圾进行清运，同时淮南
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掩埋垃圾进行抽
样监测，垃圾中粪大肠杆菌群超标，并
含有铅、汞、铬、砷等重金属。经凤台大
公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两次清理费用合
计49万余元。

纸包不住火，公安机关对这起污
染环境案立案侦查，很快，许士谭、高
一、王晓杰、陈景明、许广雨、盛祝杰、
詹军等 7 人陆续到案，詹效香负案在
逃。这8人中除王晓杰和高一外，都是
凤台县人，詹军、詹效香就是刘集乡山
口村人，他们可谓是“引毒入室”，污染
自己家乡。

2016 年 12 月 10 日，凤台县人民
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决7名被告人有
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至九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2017年1月10日，詹效香到凤台
县公安机关投案。同年12月20日，詹
效香被凤台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8万元。

四政府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在刑事案件开庭前，安徽省环保
联合会已向淮南中院提起环保公益诉
讼，将王晓杰等8人、永浩公司以及浙
江省桐乡市乌镇政府、濮院镇政府、梧
桐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
四家单位告上法庭，请求判令13个被
告赔偿因排除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
损失，支付律师代理费，并就污染环境
的行为通过省级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
赔礼道歉。

淮南中院经审理认为，王晓杰等
人将生活垃圾等有害废物擅自掩埋、
处置，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侵犯社会
公共利益，导致侵权行为地环境处于
污浊、肮脏、不洁净状态，不及时处置
足以影响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因此，王晓杰等
人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规定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王晓杰、永
浩公司、高一、许士谭、詹军、詹效香、
陈景明、许广雨、盛祝杰共同实施了环
境污染侵权行为，对所造成的侵权损
害后果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浙江省桐
乡市四政府单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与
永浩公司签订垃圾转运协议的行为，
与此案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存
在因果关系，与此案其他被告实施的
侵权行为存在必要联系，不能以其并
非直接的环境污染侵权人为由免除法
律责任，判决桐乡四政府单位作为固
体废物的产生者和违反固体废弃物污
染防治的责任人，应对侵权承担连带
责任。

淮南中院一审判令王晓杰等把被
告赔偿因排除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
损失49万余元；桐乡市四政府单位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王晓杰等8 名被告
人在安徽日报连续3天向社会公众赔
礼道歉；王晓杰等13名被告支付安徽
省环保联合会聘请律师花费费用2万
元。

一审宣判后，桐乡市四政府单位
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
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分别提出撤诉申
请。安徽高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7月
16日，王晓杰等8人、永浩公司将赔偿
款共计52万余元交到法院。

跨省掩埋生活垃圾 13名被告担责8人获刑

安徽淮南一起公益诉讼案判决履行完毕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李旭东 陈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