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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聚焦］

如何让污染者受到法律惩罚，使受害人权益得到切实保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推进环境资源审判“9+1”机制改革，在如皋

市人民法院设立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第二法庭，跨区域受理扬州、泰州环境资源“三审合一”案件。2019 年 7 月至今年上半年，长江流域

环境资源第二法庭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256 件，其中刑事案件 180 件、行政案件 53 件、民事案件 23 件；在所受理的 180 件环境资源

刑事案件中，有 13 件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占比 7.2%。近日，如皋法院发布 《环境资源跨区域审判白皮书》，向社会通报环

资审判工作情况，并发布一批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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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构建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

图为如皋法院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第二法庭法官与检察院检察官、农业农村
局工作人员共同见证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的增殖放流
现场。 翟季姝 摄

■司法观察

买猴子当宠物 7被告人获刑
张某翌于 2016 年，在未经相关主管

部门批准的情况下，购买了一只猴子作
宠物进行饲养。2017 年 4 月左右，张某翌
将猴子出售给花某飞、吴某倩，并将猴
子 从 广 西 通 过 汽 车 托 运 至 江 苏 靖 江 。
花、吴二人随即出售给孙某颖，并由吴
某倩的丈夫李某飞驾车将猴子从靖江
市运至如东县交给孙某颖。孙某颖饲养
一段时间后，于 2018 年 2 月将猴子寄养
于陈某开设的宠物诊所内。3 月，经陈某
介绍，孙某颖将猴子出售给秦某逸。秦
某逸又将猴子出售给陈某洋，陈某洋得
知该猴子系国家保护动物后报案。经鉴
定，涉案猴子为食蟹猴，被列入《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案
发后被寄养于野生动物救助站。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翌等 7 人违
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明知食蟹猴
系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仍分别予
以收购、运输、出售。其中，张某翌、花
某飞、吴某倩的行为构成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李某飞
的行为构成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孙某颖、秦某逸的行为构成非法
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陈某
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遂依法对 7 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六个月至一年，均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也是
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具有较高的生态、经
济和科研价值。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
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未经许可，禁止出
售、购买、利用、运输。即使是宠物爱好
者，在购买或饲养前亦应充分了解宠物
品种，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饲养宠物本身没有错，但不是所有的
动物都能购买并饲养的，购买者必须对饲养
的宠物种类进行甄别，除科学研究、人工繁
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护或者其他特殊
情况外，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该案在认定各被告人具有主观犯
意的前提下，准确区分各自的客观行为，根
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分别定罪。并根据共
同犯罪理论分别对七名被告人量刑，考虑到
各被告人未对猴子实施伤害行为，且未造成
严重后果，对各被告人均适用缓刑，既体现
了从严惩治环境资源犯罪的基本价值取向，
又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
了刑法的威慑和教育功能。

——江苏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第二法庭通报典型案例

2019 年 1 月至 2 月间，高某龙等 4
人经商议，在明知高宝邵伯湖处于禁渔
期的情况下，由谈某友、陈某林、潘某

田采用电捕鱼的方式在高邮湖非法捕捞
鲤鱼合计 600 余斤，由高某龙联系买家
出售。经高某龙联系，李某宽利用其职

禁渔期非法电鱼 9人受刑事处罚

违法排放废水废气 被判承担90万处置费
2018 年 6 月 5 日，群众举报反映被

告江苏某异型钢有限公司无证经营，排
放废水废气污染周边环境。经泰州市靖
江生态环境局现场调查，确为异型钢有
限公司违法排污所致，因被告公司经营
不善已停产且法定代表人失联，因此当
日由原告靖城街道办事处、靖江市环境
执法局、靖江市公安局相关人员形成会
议纪要。原告靖城街道办事处根据会议
纪要精神，快速应急处置，消除污染。处
置费用 90 万元由原告靖城街道办事处
先行垫付。2019 年 8 月 16 日，原告诉至
法院，要求被告支付环境污染处置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排放污
染物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
常生产生活，也损害周边地块，在被告
未能及时有效采取措施处置污染物、消

除污染的情况下，原告与相关职能部门
协商，采取相应的清理措施具有必要
性，其请求由侵权人承担产生的费用符
合法律规定，遂判决被告给付原告清理
处置污染物费用 90万元。

■典型意义

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一些从事生产经营的
企业环保意识淡薄，未按法律规定办理
环保相关手续，导致废水废气无序排
放，损害生态环境。本案给产生污染物
的企业敲响警钟，逃避不是方法，预防
和治理才是出路，企业要切实担负起保
护环境的责任，依法依规从事生产经
营，有效防范污染环境现象的发生，否
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非法倾倒废铝灰 被判污染环境罪

周某进从事铝渣炼铝加工，加工产
生的废铝灰堆放于其作坊内。2018 年 9
月 3 日，周某进前往无锡购买铝渣，通
过某货运平台找到司机夏某亮进行回程
运输，到达其作坊后，周某进在明知夏
某亮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废铝灰不
能随意处置的情况下，将 10 余吨废铝
灰 交 由 夏 某 亮 处 理 ， 并 支 付 运 输 费
1800 元。夏某亮于当晚将上述废铝灰
倾倒。经认定，上述废铝灰属于危险废
物。

法院经审理认为，夏某亮违反国家
规定，非法倾倒危险废物 10 余吨，严重
污染环境；周某进明知夏某亮无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危险废物，严重
污染环境，二被告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
且系共同犯罪。根据二人在共同犯罪中
的作用、情节等，判处周某进有期徒刑九
个月，并处罚金 3 万元；判处夏某亮有期
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 万

元。判决后，二被告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周某进作为长期从事铝渣炼铝行业
的人员，对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
物废铝灰，负有防止污染环境的义务。
周某进明知货车司机夏某亮无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仍向其提供废铝灰；夏某
亮明知其运输的废铝灰系有害物质，仍
为贪图 1800 元的“运费”，将废铝灰拉
走处理，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发
生，二人应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
处。该案的判决，警醒社会公众特别是
危险废物的生产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法
律法规，不得交由无资质的单位或个人
处置。同时也警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切莫因贪图蝇头小利
而随意处置危险废物，否则将会因污染
环境而受到法律制裁。

务之便违规开闸。后谈某友等 3 人驾驶
快艇过闸，在邵伯湖采用电捕鱼方法非
法捕捞鲤鱼合计 8000 余斤，均出售给
高某龙事先联系的王某早。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禁渔期使用电
捕鱼的方式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
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明知他人在禁
渔期内非法捕捞水产品，仍利用工作之
便为其提供便利，作用较大的，构成非
法捕捞水产品共同犯罪的主犯；明知可
能系犯罪所得仍予以收购的，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本案中，高某龙
等 7 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
期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
重，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李某宽
利用职务之便给他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提
供便利，与高某龙等 7 人构成共同犯

罪，且系主犯。王某早明知高某龙出售
的鲤鱼为违法所得而予以收购，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根据各被告人的犯
罪情节，分别对 9 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
刑九个月至两年三个月不等，部分被告
人适用缓刑，对被告人王某早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本案是农业农村部挂牌督办的一起
特大“电捕鱼”案。本案的判决彰显了
如皋法院打击严重破坏水产资源犯罪行
为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警示渔业从业
者，应当树立依法开发和合理利用渔业
资源意识，杜绝侥幸心理，严格遵守关
于禁渔区、禁渔期和禁用工具、方法的
规定，否则将触犯刑律，付出惨痛代
价。

“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第二法庭积极
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对检察院提起的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以生态
环境切实修复为价值目标，坚持损害
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追究破坏
环境资源者的民事责任。”如皋法院党
组副书记、副院长顾雪红在通报会上
向媒体介绍。

此次通报的 13件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中，已审结5件。被告人李
某、徐某等5人，在长江夹江流域禁捕
区，单独或结伙电捕鱼累计近百次，
严重影响长江生态环境。江都检察院
在对这三起案件提起公诉的同时，就
被损害的长江生态环境提起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要求5人在省级媒体上公开
赔礼道歉并赔偿渔业资源损失近 10万
元或增殖放流同等价值的鱼苗。审理
中，法官指导检察院与李某、徐某等5
名被告人就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达
成和解，并向长江放流鱼苗 3425 公
斤，修复长江渔业生态。对于检察机
关未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刑事案
件，引导被告人主动缴纳生态修复金
或者积极配合职能部门达成生态损害
赔偿协议。有2起案件庭外达成赔偿协
议，12起案件的 31个被告单位、被告
人预交生态修复金 843.01 万元。此
外，法庭切实发挥刑事司法威慑功
能，依法从严惩治环境资源违法犯
罪，准确认定单位犯罪、共同犯罪行
为。截至2020年6月1日，共判处罪犯
323人，其中判处监禁刑 116人，法院
决定逮捕85人。

据介绍，去年以来，如皋法院携
手江都检察院与江都公安局、司法

局、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等六家
环境资源主管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
构建生态环境资源协同保护机制的实
施意见》，构建全省首例包含渔业、林
业、水产品、矿产品、生态环境在内
的跨区域司法协同保护机制，该项机
制获评 2019年南通“政法工作十大创
新成果”。加强环境资源跨区域司法协
作，与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上海
铁路运输法院、江阴市人民法院、东
台市人民法院共同签署 《长江口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就加
强日常联络、推动信息共享、强化联
动协作、搭建研讨平台等达成共识，
加强区域司法协作。携手长江航运公
安局南通分局、崇川区人民法院、检
察院、公安分局等 8 个部门，共同签
署 《关于构建野生动物资源协同保护
机制的框架协议》，构建全省首个跨
县域野生动物协同保护机制。

对今后的工作重点，顾雪红表
示，法院将围绕全面贯彻落实“长江
大保护”国家战略，积极构建跨区域
司法协作机制，对检察院提起的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以生态环境
切实修复为价值目标，坚持损害担
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追究破坏环
境资源者的民事责任；进一步扩大生
态环境协同保护范围，将与高邮市人
民法院、检察院以及泰州市相关法
院、检察院等分别探索建立环高邮
湖、涉里下河地区环境资源协同保护
机制，织密打击环境资源犯罪、修复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的司法保护防
线，为生态江苏、美丽江苏建设提供
更高水平的司法保障。

海门市某金属拉丝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间，在金属拉丝酸
洗、清洗、磷化等加工过程中，经法定代
表人杨某和其父即实际负责人杨某祥商
议，将未经处理的酸洗废水、磷化清洗废
水通过暗管排入雨水窨井或废水集污
池，最终进入青龙河。经监测，废水中锌
含量超标 61.8 倍，属于有毒物质。案发
后，该金属拉丝公司与环保部门签订《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协议》，并缴纳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 23.7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及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杨某、杨
某祥违反国家规定，通过暗管排放含
锌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10 倍以上
的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
均构成污染环境罪，遂判处被告单位
罚金 10 万元，对杨某、杨某祥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九个月、一年，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准确认定单位犯罪并追究刑事责

任是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的重点问题。
经单位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授权
的分管负责人决定、同意，实施污染环境
行为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对单位及其
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
均应追究刑事责任。

在该院受理的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
单位犯罪10件，占比5.7%，主要是污染环境
类案件，表现为环境保护观念薄弱、缺乏有
效环保配套措施及应急预案、存在侥幸心理
等，有的虽仅一次排污，但单位方面明知其
员工实施了污染环境行为，未配套污染防
治设施，未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消除污染，构成污染环境罪。该案的处理，
警示同类企业应当合法生产经营，依法采
取措施防治污染，切不可为减少污染防治
成本而非法排污、置生态环境于不顾。因
将修复生态环境的情况作为刑事案件量
刑情节，被告人、辩护人开始关注生态修
复问题，有的主动要求预交生态修复费
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有机
衔接的环境修复责任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缴款人杨早将 2020 年 1 月 8 日交纳的财产案件受理费（预

收）3350 元及申请诉讼保全费用 2320 元两项共计 5670 元、票号

3372578668 的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作废。 声明人：杨早
2020年 7月 8日

逸盈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陈颖诉你劳动争议一

案[闽劳人仲案字〔2020〕第 204号]。因你作为本案被申请人无法联

系，根据有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闽劳人仲案字

〔2020〕第 204 号被申请人参加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

据清单、开庭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委

(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36 号福建人才大厦 2 楼 )领取上述仲裁

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材料和举证期限自公告期满

后的 1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1 日上午 9 时在福州市鼓

楼区东大路 36 号 2 楼第一仲裁庭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

依法缺席裁决。 福建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襄阳恒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襄阳光彩台商产业园有限公司、

宜城润泽投资有限公司、宋广山、倪卫东、霍友峰：本委受理的襄阳

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担保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立案号为（2019）襄仲立字第 144号。仲裁庭于 2020年 6
月 22日作出（2020）襄仲裁字第 39号裁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上述裁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襄阳仲裁委员会（地

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 221号文创产业园 4楼，联系电话：

0710-3512725）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襄阳仲裁委员会
北京天雨国际生态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河南沁心源农业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河南新合作物流有限公司、刘喜坡、王栓成、
夏丙钦、郑晓梅：本委受理的（2020）杭仲字第 871 号申请人华农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天雨国际生

态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河南沁心源农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河

南新合作物流有限公司、刘喜坡、王栓成、夏丙钦、郑晓梅关于保

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裁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

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上述

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 2020 年 9月 29 日 14 时

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356号锦

绣大厦 7楼，电话：0571－854649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本院根据成都云端助手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裁定受理宿迁楚风互娱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指定江苏向天律师事务所担任宿迁楚风互

娱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宿迁楚风互娱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 2020 年 8 月 24 日前，向宿迁楚风互娱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水韵城办公楼 11 楼江苏向天

律 师 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223800；联系人：刘海志，联系电话：

15240371937;联系人：孟祥聪，联系电话：151629188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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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迁楚风互娱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宿迁

楚风互娱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
年 9月 3日 9时 30分在本院三楼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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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0年 3月 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
府展览路街道办事处申请认定财产无主一案。申请人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政府展览路街道办事处申请称，已故居民于兰君生前是申请人

所辖社区“三无”孤寡老人，生前由申请人所辖社区负责监护。于兰

君于 2018年 1月 23日去世，申请人为其办完后事，经核算，于兰君

还余下人民币 57102.05元款项在申请人处存留，而于兰君的其他近

亲属一直没找到。为此，申请人向本院申请认定于兰君遗留的存款

人民币 57102.05元为无主财产，并依法判决该无主财产归申请人所

有。凡认为对该财产具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 1年内向本院申请认领，并提供具体联系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无人认领的，本院将判决认定该财产无主，并依据查明情

况，收归国家、集体或者申请人所有。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0年 3月 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

府展览路街道办事处申请认定财产无主一案。申请人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政府展览路街道办事处申请称，已故居民齐凤玲生前是申请人

所辖社区“三无”孤寡老人，生前由申请人所辖社区负责监护和照

顾。齐凤玲于 2011年 8月 3日去世，申请人为其办完后事，经核算，齐

凤玲还余下人民币 142807.4元款项在申请人处存留，而齐凤玲的其

他近亲属一直没找到。为此，申请人向本院申请认定齐凤玲遗留的

存款人民币 142807.4元为无主财产，并依法判决该无主财产归申请

人所有。凡认为对该财产具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的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向本院申请认领，并提供具体联系地址及其联

系方式。逾期无人认领的，本院将判决认定该财产无主，并依据查明

情况，收归国家、集体或者申请人所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周颖（公民身份证号 220104196306143346）、徐翊健（公
民身份证号 330105195402250034）、徐一婷（公民身份证号
330106198311090426）：周颖、徐翊健、徐一婷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本局已于 2020 年 5 月 7 日作出了余

综执罚字 [2020]第 102104200507005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

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如下：徐翊健及徐一婷（原户主）在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于 2006 年 10 月份开始，擅自在余

杭区五常街道江南水乡水岸雅阁 23 幢 101 室(房产证地址：余杭

区闲林镇碧水铭苑水岸雅阁 23 幢 101 室)建造违法建筑物。房屋

于 2010 年 10月份进行产权变更，之后的户主为周颖。周颖（现户

主）于 2017 年 5月份开始，擅自在原先房屋违建的基础上进行了

一定的改动和扩建。经勘查，周颖（现户主）、徐翊健及徐一婷（原

户主）在余杭区五常街道江南水乡水岸雅阁 23 幢 101 室(房产证

地址：余杭区闲林镇碧水铭苑水岸雅阁 23 幢 101 室)共搭建违法

建筑物 6 处，具体如下：一层建设情况：在该主体房一层原起居

室南侧，对原水泥浇筑平台进行扩建，并在平台上用铝合金玻璃

搭建阳光房，其面积为 9.3×4.2=39.06 平方米；在主体房一层原

仓库东北角，搭建一砖混结构建筑物，面积为 2.0×1.2=2.4 平方

米。二层建设情况：在该主体房二层原西卧室南侧，封包原露台

搭建一铝合金玻璃材质的阳光房，面积为 3.0×1.5=4.5 平方米；

在主体房二层原家庭娱乐室北侧，以原露台为基础搭建一砖混

结构建筑物，面积为 3.6×3.0=10.8 平方米。三层建设情况：在该

主体房三层原主卧室南侧，封包原露台搭建一铝合金玻璃材质

的阳光房，面积为 4.2×1.82=7.64 平方米；在主体房三层原卫生

间北侧搭建一砖混结构建筑物，面积为 3.6×3.0=10.8 平方米。综

上，你们在余杭区五常街道江南水乡水岸雅阁 23 幢 101 室(房产

证地址：余杭区闲林镇碧水铭苑水岸雅阁 23 幢 101 室)搭建的 6
处建筑物，其违建占地面积共计 75.2 平方米。2019 年 1 月 31 日，

杭州市规划局（杭州市测绘与地理信息局）作出“该建设行为未

经我局规划许可，无法通过补办手续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

意见。认定本案事实的有取证照片 3 张，《现场笔录》1 份，《现场

勘查图》1 份，《调查询问笔录》2 份、《征求意见联系（抄告）函》1
份等证据证实。上述违法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

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

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

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

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机关

做出“责令 15 日内自行拆除位于余杭区五常街道江南水乡水岸

雅阁 23 幢 101 室 (房产证地址：余杭区闲林镇碧水铭苑水岸雅阁

23 幢 101 室)的 6 处违法建筑(面积约 75.2 平方米)。”的行政处罚。

2020年 7月 1日向现业主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业主由于其

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余综执罚字[2020]第 1021042005070050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

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

条之规定，当事人可在公告期满后 60日内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杭州市余杭区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

定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冷奎：本局于 2019年 12月 11日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绍市环

罚字〔2019〕6号（滨）），并于 2020年 6月 16日作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

告书【绍市环罚催〔2020〕2号（滨）】，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

达你，现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催告书号：【绍市环罚催〔2020〕2 号

（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

条规定，你于 2019年 12月 27日起至今逾期不缴纳每日 3%的加处罚款

数额为人民币捌万元。特作如下催告：1.请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

向本机关提出。2.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本机关将依

法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3.本机关联系方式：绍兴市

生态环境局越城分局85203303。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
绍兴富得利橡木生活贸易有限公司：本局于 2019年 10月 9日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绍市环越罚字〔2019〕36号】，并于

2020年 6月 30日作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绍市环罚催〔2020〕2
号（越）】，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你公司，现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催告书，催告书号：【绍市环罚催〔2020〕2号（越）】，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

一条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你于

2019年 12月 25日起至今逾期不缴纳每日 3%的加处罚款数额为人民

币贰拾捌万元。特作如下催告：1.请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履

行上述义务，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申辩意见，请在该期限内向本

机关提出。2.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

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3.本机关联系方式：绍兴市

生态环境局越城分局 85203303。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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