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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严 翠） 贷款购船，到期拒不还
款；发生沉船事故后，偷偷将房子卖
给亲戚逃避执行。近日，安徽省寿县
人民法院以被告人任某、姚某犯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二人有
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2013年11月29日，家住安徽南
陵县的任某因购船需要向寿县农村商
业银行借款330万元，期限39个月，
以其名下的一艘船舶作抵押。从放款

之日到 2015 年 8 月 12 日止，任某、姚
某夫妻二人正常还息。贷款到期后，任
某未还款，寿县农商行于2017年2月向
寿县法院起诉。2017年5月，该院依法
判令任某及前妻姚某一次性偿还寿县农
商行借款本金330万元、利息44.9万余
元。判决生效后，寿县农商行申请强制
执行。寿县法院向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
和报告财产令，二人未主动履行义务。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2017年5
月 17 日，任某购买的船舶在长江土桥

水道发生沉船事故，任某、姚某为了躲
避法院生效判决，于同年5月24日将他
俩共有的位于芜湖市弋江区某小区一套
商品房以 97 万元变卖给其堂兄任某
某，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所得房款
没有用于履行法院判决，而是挪作他
用，导致法院生效判决无法执行。7月
4日，寿县法院依法查封了被告人姚某
所有的凯迪拉克轿车一辆。随后，任某
与寿县农商行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取得
了寿县农商行的谅解。但大半年过去，

任某依然未还款。今年5月，寿县公
安局对此案立案侦查。

任某、姚某在法庭上辩解，二
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任某向寿
县农商行借款。2016年8月办理离婚
手续，因发生沉船、死亡一人事
故，才把一套共有房屋转卖给亲戚
任某某，主观恶性小，请求法庭从
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任某、
姚某对法院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任某、姚某系
共同犯罪，不宜区分主从犯。鉴于二
名被告人与被害单位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取得对方谅解，酌情从轻处罚，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张女士在江苏南通一家大型商场
上班，时间长达 20 年，但每月仅休
息两天，她认为商场未能落实法律法
规关于加班工资的规定，于是将该商
场告上了法庭。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这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作出维持一
审的终审判决，商场应赔偿张女士
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间休息日加
班工资7360元。

入职20年每月仅休2天

2015 年，南通市区一家商场与
工会签订《集体劳动合同》，约定加
班工资的计发基数为最低工资标准，
同年底确定一类地区休息日加班工资
为160元。

到了 2017 年 6 月 23 日，商场发
出《通知》，对班制员工每月休息日
调整为4天，部门因特殊原因不能安
排休息的另行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

1998 年入职的张女士认为，自
己入职 20 年以来每月仅休息两天，
其余休息时间加班却没拿到加班费，
遂将商场起诉至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
院，请求法院判令该商场支付自己
1998年1月至2017年6月休息日加班
工资7.6万元、支付应付未付加班工
资的加付赔偿金1.9万元。

一审判商场支付2年加班工资

法庭上，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在
于张女士是否在休息日加班且未得到
补休；商场是否未发张女士休息日加
班工资。

崇川区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法
律规定，用人单位保存考勤资料不少
于两年。但同一月份的考勤记录，商场

向劳动监察机关、仲裁机构提交了不
同的版本，因此考勤记录不能被确认
真实性，法院部分采信张女士的主张，
推定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间存在
休息日加班且未得到补休的事实。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张女士提
交了工资条与银行卡对账明细，证明
商场仅支付了法定节日加班的加班工
资，没有发放休息日加班的工资。商
场也提供了工资明细单，证明工资构
成中包含了休息日加班工资。为此，
崇川区法院认为，张女士提供的证据
可互相验证，而商场提交的工资明细
未经过张女士确认，不具有证明力。
因此，应当认定商场 2015 年 7 月至
2017年6月间存在克扣张女士休息日
加班工资的事实。

综上，崇川区法院判决商场支付
张女士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间休
息日加班工资 7360 元 （160 元×2
日×23个月），对张女士其他诉讼请
求不予支持。

772名员工获补发490万余
元加班费

商场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

认为商场克扣张女士休息日加班工资
的表述，有所不当。商场实行对班
制，营业员每两周休息一日，每隔一
周的周工作时间超过 40 小时，未能
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等规定
要求，应认为构成加班。一审法院计
算出的休息日加班工资 7360 元合法
有据。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了解，在上诉期间，该商场为
稳定员工队伍，自愿按照一审判决的
标准为 772 名员工 （含 95 名退休职
工）共补发加班工资490万余元。

本报乌鲁木齐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崔建民 通讯员 何怡昕）
“感谢法官这几个月对我这个案子的
不离不弃，今天能全额领到这些执行
款真的谢谢你们了，辛苦你们了！”
近日，申请执行人杜某在案件执结后
紧紧握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屯垦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李晨的手表达

他真诚的感谢。
2016年7月2日，原告杜某向被告

常某、刘某夫妻二人提供借款 1.5 万
元，约定借款年利率 60%，于 2016 年
10 月底前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经杜
某多次催要，常某、刘某未向原告偿还
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2018 年3月
杜某决定去法院讨回公道，遂向北屯垦

区法院提起诉讼。
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刘某、常某无

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诉讼，经法院缺席判
决生效后，原告杜某向法院申请执行。
根据法律规定执行员冻结了被执行人的
所有银行卡，并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发布了限制高消费令。

经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财产线

索，执行员得知第三方某公司尚欠被
执行人常、刘二人部分款项，遂向第
三方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然而第
三方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
协助执行并且再无回应，随后执行员
向第三方下发了限期履行通知书（限
其 15 天之内将法院保全的案款打入
法院账户），然而第三方仍无回应。根
据法律规定，执行员将该公司追加为
被执行人，冻结其账户，以至该公司出
具汇票难以承兑，无法正常运营，在强
大的法律震慑及执行局的共同努力
下，被执行人主动向法院缴纳案款，案
件顺利执结。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在员工索要加班费诉讼中败诉

南通一商场主动补发其他员工巨额加班费
顾建兵 郁 华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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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闽02破13号，本院受理的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厦
门佳佳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本院依法指定的管理
人组织破产清算，厦门佳佳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且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均不同意垫付破产费用。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
第十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闽02破13号
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宣告厦门佳佳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破产；
二、终结厦门佳佳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债权人可以另行
起诉要求有责任的公司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债务
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闽02破17号，本院受理的聂希凡申请城市联盟（厦门）新能
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本院依法指定的管理人组织破
产清算，城市联盟（厦门）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且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均不同意垫付破产费用。据
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十二条
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闽02破17号之二民事裁
定书，裁定：一、宣告城市联盟（厦门）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
二、终结城市联盟（厦门）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债权人可
以另行起诉要求有责任的公司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
债务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广州爱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过管理人核实及追诉的结果，
爱替公司的资产数额远大于已申报的债权总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1月7日裁定驳回
申请人佛山市悦竣科技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广州爱替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裁定受理东莞市莲城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担任东莞市莲城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东莞市莲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12月15日前，向东莞市莲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
名道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胜和路胜和广场A
座6楼，联系电话：0769-22029183，联系人：何衬兴（15920206843），
传真：0769-22029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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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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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莲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东莞市莲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
的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27日裁定受理抚松县三江源塑料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并指定吉林荆卫华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破产企业的债
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管理人（联系人：孙建华；地址：白山
市浑江区浑江大街126号：邮编：134300；联系电话：13804493155）书
面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破产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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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公告
期满后的第16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召开。各债权人应当准时参加，同时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
委托书及身份证明。 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7日，本院根据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无锡市昌达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审理中，管理人对昌达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因昌达公司
财务资料严重缺失，财务审计最终未能进行。此外，昌达公司整体资
产前期已由本院执行局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成交，
成交价为7387464元，现昌达公司已无其他可供清偿债务的财产。另
昌达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确认的债权表初步核定：昌达公司
债权总额为 111959044.84 元。其中税务债权 1 户，债权金额为
397114.92元；无财产担保债权人9户，债权金额为111561929.92元。
本院认为，昌达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9月17日裁定宣告无锡市
昌达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晏勇军的申请，于2018年8月10日裁定受理新余
市华理机械铸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西袁河律师事务所为
新余市华理机械铸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收到通知书的债权人应当在收
到通知之日起90日内，未收到通知书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90日
内，向新余市华理机械铸造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
新余市劳动北路726号欣欣百合大楼10楼江西袁河律师事务所，邮政
编码：338000，联系人：李忠平，联系电话：13097001273）。申报债权应当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相关证据。新余市华理机械

铸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新余市华理机械铸造有限
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1
月29日上午9时在渝水区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应当
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法定代表人或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参加会
议，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0日，本院根据宝鸡新丰化工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
理宝鸡新丰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宝鸡新丰化工有限公
司已于2014年10月停产停业，经陕西众福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截止2018年7月10日止，宝鸡新丰化工有限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3169739.67元，负债总额为25205378.12元，资产负债率为795.19%，已
严重资不抵债，2018年10月11日已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018年10
月16日宝鸡新丰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宝鸡新
丰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本院认为，宝鸡新丰化工有限公司已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没有重整、和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具备破产清算法定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0月23日裁定宣告宝鸡
新丰化工有限公司破产。 [陕西]眉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汕尾市长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8月13日
作出（2018）沪0107破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上海信太贸易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中元信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管理人(联系人:冯
明，13918022126，上海市国定东路233号绿地能源大厦1501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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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申
报债权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上海
信太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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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2月19日15时30分在第20法庭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材料。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7年9月20日，本院根据上海贤宁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了上海寅成电梯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上海
寅成电梯零部件有限公司负债为人民币3,229,277.60元，资产为
人民币44,069.40元。本院认为，上海寅成电梯零部件有限公司资

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无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和解或申请对
上海寅成电梯零部件有限公司进行重整，故上海寅成电梯零部件
有限公司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0月8日裁定宣告上
海寅成电梯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双金麟包装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8月30日裁定受
理其对台州市炎盛汽车座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8年10月19
日指定浙江力汇律师事务所为台州市炎盛汽车座椅有限公司管理人。台州
市炎盛汽车座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2月18日前，向台州市炎
盛汽车座椅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力汇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浙江省台州
市路桥区刚泰艺鼎广场D幢7楼；联系人：马丹萍；联系电话：0576-
82812910，1526760636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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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再对其补充分配，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台州市炎盛汽车座椅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台州市
炎盛汽车座椅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
年12月26日10时在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第12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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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年10月31日，本院根据金华唯一不锈钢带有限公司管理
人的申请，称其已根据《金华唯一不锈钢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完毕，请求本院终结金华唯一不锈钢带有限
公司的破产程序。本院经审查认为，金华唯一不锈钢带有限公司管
理人提出的申请符合破产法的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为此，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裁定终结金华唯一不
锈钢带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浙江]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因衢州市柯城鑫荣达机械厂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其依照债
权人会议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了财产分配，现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请求本院终结衢州市柯城
鑫荣达机械厂破产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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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日裁定终结衢州市柯城鑫荣达
机械厂破产清算程序。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经申请人执行人申请，依法对湖州南浔九龙房地产有限公司
转入破产清算程序，于2018年10月17日裁定受理湖州南浔九龙房地
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泽大(湖州)律师事务所
为湖州南浔九龙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湖州南浔九龙房地产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2月28日前，向湖州南浔九龙房地产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湖州市吴兴区劳动路567号东吴国际广场龙鼎大
厦八楼浙江泽大(湖州)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13000；联系电话：
0572—2536468／18768260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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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南浔九龙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湖州南浔九龙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1月10日14时在湖州市南浔区
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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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年4月16日，本院根据张志林的申请裁定受理重庆大众城市
建设集团混凝土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2018年9月初，重庆大
众城市建设集团混凝土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交了关于债务人现
阶段财产状况的清查报告，该报告载明：截至2018年4月16日止，债务
人的资产总额1 595 997.45元，负债总额4 015 054.53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2 419 057.08元，资产负债率为251.57%。管理人据此认为
债务人资不抵债，并向本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本院认为，根据重庆
大众城市建设集团混凝土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债务人现阶段财务状
况的报告，重庆大众城市建设集团混凝土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至今，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利益。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18年9月27日裁定宣告重庆大众城市建设集团混凝土有限
公司破产。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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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卖房子给亲戚以逃避执行

安徽一对夫妻犯拒执罪双双领刑

故意更换手机号码并哄骗发包方已付工人工资

广西包工头拒付劳动报酬获刑十个月
本报讯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
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被告人李云
因拖欠 14 名农民工 20 余万元工资，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
金5万元。

2017 年2月23 日、3月1日，肖
本建等 14 名农民工来到三江县人社
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反映被包
工头拖欠了21.6万余元工资，他们多
次打电话给包工头催要工资，但对方
一直不接电话。

接到投诉后，三江县劳动保障监
察大队马上立案介入调查处理。经查
明：2015 年，汕头市某建筑公司将其
承包的桂三高速公路弄中隧道出口工
程的一项目发包给李云（四川省宣汉
县人）。2016年期间，李云雇请肖本建
等 14 名农民工分别在其承包的弄中
隧道工地内做工。该工程已于2017年
春节前完工。但在2016年12月，李云
以工程款未结算完，无法支付工资为
由，叫工人先回家，自己留在工地结
算完工程款再支付他们工资。

2016 年 12 月底，为得到剩余的
工程款，李云向其中一名工人承诺立
即支付拖欠的工资，让其打电话欺骗
发包方负责人，称其已支付完工人工
资。随后，发包方负责人将剩下的8
万元工程款通过手机转账给李云。但

是，李云结清工程款后并未支付工人
工资，反而更换手机号码逃避支付。

由于联系不上李云，2017年5月
24 日，三江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派
人来到其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宣汉县东
乡镇，在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和当
地居委会的协助下，将《限期改正指
令书》留置送达给李云的母亲，责令
李云于 2017 年 6 月 10 日前支付劳动
者工资报酬。

因李云逾期不履行整改指令，
2017 年 6 月 19 日，三江县人社局以
李云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案件
移送公安机关处理。6月23日，三江
县公安局正式立案侦查，对李云进行
网上追逃。今年4月20日，重庆市忠
县公安局民警在该县一宾馆将李云抓
获。李云于当日被刑事拘留，5 月 4
日被执行逮捕。

三江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李云以
逃匿、故意更换手机号码，哄骗为其
做工的工人等方法逃匿支付工资报
酬，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报
酬，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有关规定，于10月24日
向三江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立案
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11月8日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以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作出如上判决。

（谢永辉 邓治国 杨 晗）

浙江青田法院开庭审理环境污染刑附民案
法检两长出庭分别担任审判长和支持公诉

本报丽水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叶旭耀 钟伟锋）

“砰！”，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敲响声，今
天，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周某等4人污染环境罪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该案由青田法院院长徐蓓姿担
任审判长并组成 7 人合议庭进行审理，
青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阙建平出庭支
持公诉。青田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涉
水企业主等110余人观摩庭审。

据了解，众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是
由青田县温溪镇电渡工业园区内的 10
家电镀企业共同出资成立，该公司委托
温州市泽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处理园区
电镀企业污水。

从2018年1月开始，温溪江北污水
处理厂对污水深度处理由免费转为收
费，为降低污水处理成本，经温州市泽
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覃某、股
东李某商议决定，与委派至青田县众鑫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的厂长徐某、车间主
任周某合伙通过偷接管道的方式将废水
直接排放至瓯江水域。

经查明，2018年3月至2018年4月
间，由众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三号监控
池经回用管接三通装置后沿原同心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已停产）一楼市政管道
排放至瓯江水域的废水量达 33393.8
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后经环保部门监测，该偷排污水总

铬、总镍、总铜浓度分别达 41.5mg/L、
18.7mg/L、50.7mg/L，均远超过《电镀污
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最高
允许排放标准，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
损害。对此，青田县检察院决定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并要求相关责任人赔
偿生态环境损害275余万元。

据悉，这是2018年3月2日《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
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施行后，青田受理的第一起环境
污染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法
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同时出庭履
职，既是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具体落
实，也是体现了对生态环境损害案件
的重视。

因案情复杂，该案未当庭宣判。

于欢母亲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
本报聊城11月14日电 今天，山

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被告
单位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山东赛雅
服饰有限公司，以及被告人于西明、于
家乐、苏银霞、张振永、程笑、樊正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以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判处被告单位山东源大工贸有
限公司罚金 20 万元；判处被告单位山
东赛雅服饰有限公司罚金 15 万元；判
处被告人于西明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15 万元；判处被告人于家乐
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元；判处被告人苏银霞有期徒刑三
年，并处罚金8万元；判处被告人张振
永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
8万元；对被告人程笑、被告人樊正安
免予刑事处罚。扣押、冻结在案的款项
依法发还集资参与人。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山东源
大工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源大公
司）、山东赛雅服饰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赛雅公司），被告人于西明、于家
乐、苏银霞、张振永、程笑、樊正安于
2014年9月至2016年6月期间，通过源
大公司在济南收购的山东正典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508.85万
元。其中，源大公司、于西明、于家
乐、苏银霞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2508.85 万元，赛雅公司、张振永、程
笑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2050.85 万
元，樊正安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154.7万元。上述款项主要用于源大公
司生产经营、还本付息等。2014 年 12
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已返还集资参
与人1247.74万元。案发后，办案机关
依法开展涉案款项的追缴、动员退交
工作。截至目前，案发前尚未返还集
资参与人的涉案款项已全部退缴到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二被告单位伙
同被告人樊正安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
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吸收
资金，通过散发宣传彩页、到赛雅等

公司参观考察等途径向社会不特定对
象公开宣传，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
本付息，其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被告人于西明、苏银霞作为源
大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于
家乐作为源大公司直接责任人员，被告
人张振永作为赛雅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被告人程笑作为赛雅公司的直接
责任人员，其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

本案中，源大公司、赛雅公司共同
犯罪均系主犯，但赛雅公司所起作用相
对较小。在源大公司的单位犯罪中，于
西明、于家乐、苏银霞共同犯罪，于西
明预谋、策划、指挥并实施全部犯罪，
于家乐参与预谋、策划并实施全部犯
罪，苏银霞参与预谋、策划、并积极协
助实施全部犯罪，三人均系主犯。与于
西明相比，于家乐所起作用相对较小，
与于家乐相比，苏银霞所起作用相对较
小。于西明归案后拒不供认其犯罪事

实，于家乐、苏银霞均当庭翻供。赛雅
公司于案发后主动退交其参与非法吸
收、需要继续返还集资参与人的款项，
酌情从轻处罚。在赛雅公司的单位犯罪
中，张振永与程笑共同犯罪，张振永起
策划、指挥作用，系主犯；有犯罪前
科，酌情从重处罚；系自首，且案发后
积极组织赛雅公司退赔全部集资款
项，依法对其从轻处罚；综合其犯罪
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并经判前调查，
依法对其适用缓刑。程笑在与张振永
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予以免除处罚。樊正安在与源大公
司、赛雅公司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
用，系从犯，有自首情节，且其所参
与的非法吸收款项已于案发前全部返
还，予以免除处罚。

综上，法院根据各被告单位、被告
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
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安 健）

欠被执行人款项而拒绝协助法院执行
新疆一公司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后主动缴纳案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