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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速览·政情/政务A04

建立对派出所刑侦活动监督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1日提

出，要探索建立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
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 建立对公安
派出所刑侦活动监督机制。 ■据新华社

王学军任安徽省委书记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王学军任

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不再担任安徽
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据新华社

放开部分国内邮政业务资费
国内特快专递资费、 明信片寄递资

费、印刷品寄递资费和单件重量10公斤以
下计泡包裹等竞争性包裹寄递资费，由政
府定价改为实行市场调节价。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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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1日发布《关于审
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自6月3日起施行。
这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最高法发布
的第二个审理环境责任纠纷案件的
司法解释。

其中明确规定， 因污染环境造
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应承
担侵权责任。 污染者以排污符合排
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法
院不予支持。

同时，对环评机构、环境监测机
构等“弄虚作假”作出了定义：与委
托人恶意串通或明知其提供的材料
虚假而出具严重失实的评价文件；
与委托人恶意串通， 隐瞒其超标排
放的事实； 与委托人恶意串通导致
设施不能正常运行； 因其他弄虚作
假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形。

针对数人分别或共同污染环境
的情形，明确：数个污染者共同实施
污染环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损害
的， 应依照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承
担连带责任。 对于数个污染者分别
实施污染环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
情形，则分三种情况进行了规定。

此外， 法院应根据被侵权人的
诉讼请求及具体案情， 合理判定污
染者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
损失等民事责任。 如果损害者不治
理、修复或没有能力治理、修复的，法
院可委托有关单位代履行，费用由污
染者承担。 ■据新华社

湘视界

最高法再发环境侵权案件司法解释

污染者无论有无过错均应担责

6月5日是新环保
法实施后的首个“环
境日”。今年也是《湖
南省企业环境行为信
用评价管理办法》实
施的第三年， 省环保
厅表示， 该评价结果
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
展的生命线。

“一旦被评为环
境风险或环境不良，
企业发展将遇到很大
麻烦。”省环保厅排污
权中心工作人员称，
评价结果将抄送省政
府社会诚信工作领导

小组、银行、银监、证
监、工商等部门；纳入
银行企业征信系统，
作为对企业实施支持
贷款、优惠贷款、限制
贷款和不予贷款的主
要依据； 对列入环境
风险和不良企业名单
的公司， 将无法通过
IPO或再融资的环保
核查。

去年， 省环保厅
共收到31家企业整改
验收申请，28家升级
为“合格”。

■记者 李国平

28家“环境不佳”企业整改合格

记者 1日从益阳
市环境监察支队获
悉， 自新环保法实施
以 来， 该市采取强制
处罚措施， 整治环境
违法企业27家。其中取
缔关闭2家、查封扣压3
起、 经济处罚1起、 停

业限产及停止建设17
家、移送司法机关4起，
有力打击了企业的环
境违法行为。 该市的
志溪河在经过两年治
理后， 水质也得到了
比较明显的改善。

■记者 莫正尤

益阳整治环境违法企业27家

4月28日，网曝13岁少年
王志强在河南信阳救助站被
“饿死”，尸体成“干尸”。6月1
日，信阳市纪委、市检察院、
市公安局、 市卫生局联合调
查组公布事件调查结果，对
民政、公安、医院等部门的18
名直接责任人进行处分。

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
定中心出具结论显示：排除
因机械性窒息而死亡的可
能、因药物毒物中毒致死的
可能、因机械性损伤致死的
可能，认定王志强患重度营
养不良（恶病质）伴褥疮形
成， 并合并多部位结核病
变， 最终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而死亡。

据调查， 信阳市救助站
接收王志强期间， 存在没有
进行指纹采集， 没有及时安
排送医和发布寻亲公告等管
理上的失职行为， 给予救助
站综合业务股股长蒋燕伟撤
职处分， 救助站工作人员龚
志强记过处分， 救助站站长
李明撤职处分， 市民政局分
管救助站工作的副局长胡海
峰行政警告处分。

此外， 在接警与治疗期
间， 五星派出所和浉河区公
安分局、 老城派出所、110指
挥中心及市公安局分管领
导、 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上
均存在失职行为， 相关人员
受处分。 ■据新华社

“少年救助站死亡事件”调查结果：

18名责任人受处分

本报6月1日讯 2015年湖南（香港）投
资贸易洽谈周今天在港举行首场专题推
介活动———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科技项目（香港）推介会，正式开启了本届
“港洽周”主题活动。

此次“港洽周”共有556个项目赴港招
商，项目投资总额达10896亿元，涵盖了交
通能源、城市建设、电子信息、商贸物流、园
区建设等各方面。 据初步统计，50亿元以
上的项目超10个，100亿元以上的项目有6
个，最大的项目投资达150亿元。

目前， 香港前四大会计事务所都有望
进驻湖南设立分支机构，“主要为企业提
供投资、管理、上市、财务咨询等专业服务，
这对我省想要走出去的企业是最大的福
利。”长沙市商务局局长刘素月表示。

当天，省文化厅、省旅游局、省文物局
还在香港举办了“湖南传统村落保护与发
展专题招商暨湖南旅游推介会”。我省精选
出11个传统村落到港招商。10家港、 粤企
业当场与其中10个传统村落所在地的县
区市政府进行项目签约。

■记者 杨田风

“港洽周”

556个项目赴港招商

本报6月1日讯 今起，长
沙交警将对去年8月至12月
扣留的超期未处理机动车共
12411台进行强制销毁，其中
电动车3986台、 摩托车8252
台、汽车173台。

目前长沙已启动交通秩
序综合整治“夏季行动”，将
严查涉牌涉证、行停乱象、闯
禁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提
醒驾驶人，车辆被查扣后，请
在法定时间内尽快到交警部
门接受处理。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曹征林

长沙销毁上万
逾期未处理车辆

整治

陷入困境的马来西亚航
空公司6月1日向旗下2万员
工寄出辞退信， 尽管绝大多
数员工会被重新聘用， 但大
约6000人会被“抛弃”。马航
2008年以来持续亏损，2010
年-2013年累计亏损额高达
13亿美元， 而去年马航370
和马航17两起空难更加剧
了这家航空运营商的财务
困境。为此，马航实施重组、
组建新公司， 以期摆脱困
境。 ■据新华社

国际

马航向2万员工
寄辞退信

省纪委通报5起案例
本报6月1日讯 省纪委今天通过官方

网站发布消息， 对全省近期查处的5起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案例发出通报：

双峰县蛇形山镇鞍山村党支部原书
记刘永春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缓期5年。
时任蛇形山镇党委书记，现任娄底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王良志、双峰县政协
副主席朱新桥受党内警告处分。

隆回县畜牧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肖
时健，副局长陈叔钧，纪检组长向旭芳受
党内警告处分。

张家界旅游学校原校长彭阶贞、原副
校长龚文彪、 总务主任李家杨被纪委查
处。永定区教育局党组成员、规划财务股
股长张恭，区教育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
黄先庚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湘潭县林业局党委委员、森林公安分
局局长郭宗金受党内警告处分。

沅陵县凉水井镇干部职工全修海、刘
道锋、汪利民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凉水
井镇党委委员邓飞波受党内警告处分。

■通讯员 陈丞 刘飞 记者 乔伊蕾

纠风

“肯德基使用了6个翅膀8条腿的怪鸡
做鸡翅！”很多人应该在朋友圈看到过这样
耸人听闻的传言。由于不堪长期网络谣言
的困扰，6月1日， 肯德基方面表示已拿起
法律的武器， 于日前将3家公司隶属的10
个涉嫌造谣的微信账号告上法庭，除了要
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礼道歉外，还向每
个被告要求100万至150万元人民币的赔
偿，总计要求赔偿350万。

肯德基总裁屈翠容称：“怪鸡的言论纯
属无稽之谈， 早在2008年就被媒体评为
‘八大离谱事件’。 当今生物科技还远没有
发展到想让鸡长6个翅膀8条腿就可以长
成这样的程度。”

目前，法院已受理并立案。
■据新华社

受不了“6个翅膀8条腿”谣言
肯德基起诉10个微信号

辟谣

5月31日， 保靖县水田河
镇龙潭村， 村民石志安用嘴夹
着一颗花生喂小猕猴。 龙潭村
是该县金洛河野生猕猴保护核
心区， 目前有野生猕猴近70
只。63岁的石志安于2011年1
月担任野生猕猴喂养员， 经过
4年多的努力， 野生猕猴认可
了石志安，和他亲如一家。

通讯员 彭司进 摄影报道

亲如一家

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
登家族5月30日发表声明，宣
布拜登的长子、 特拉华州前
总检察长博·拜登因患脑瘤
去世，终年46岁。■据新华社

美副总统
痛失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