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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例破坏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宣判

非法提炼镉废渣污染环境，6人获刑
非法购买工业废渣，偷偷
提炼镉合金，随意处置废气废
渣， 致使周边居民身体不适，
生态环境严重污染。2月8日上
午，湘潭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许绪忠、赵建军等人环境污
染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该案是我省首起由检察机关
提起的生态环境领域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非法开提炼厂
致环境污染
2017年3月中旬，许绪忠
等6人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的情况下，在湘潭县一村子
中开办了一无名金属提炼厂，
并请人负责日常经营管理。
2017 年 3 月 至 6 月 期 间 ，
该提炼厂以长沙能远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的名义从广东先
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非法购
买了44吨多含镉工业废渣，在
未办理行政许可和环评手续
的情况下，擅自利用自制设备
从废渣中提炼锌镉合金。钟锡
先等人明知对方无危险废物处
置资质， 仍将公司产生的含镉
工业废渣提供给金属提炼厂非
法冶炼。
提炼厂将废渣直接堆放在
无防渗漏措施的厂内地面上，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 废渣
随意处置。特别是在2017年5月
29日下午，因生产设备故障造
成大量含镉红色烟尘外泄，导
致周边村民身体不适以及周
边地区环境遭受严重污染。
2017年6月24日，湘潭市环境
监察支队对现场进行了勘验
检查，并委托湘潭市环境保护
监测站进行检测。 经检测，土
壤中镉含量严重超标，认定对
周边生态环境已经造成严重
污染。
此后，湘潭县检察院以广
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违
法提供危险废物和许绪忠等
人违法利用、处置有毒有害危
险废物的行为造成周边土壤
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到周边居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损害了社

会公共利益为由，就此案提起
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判决
修复被损害的环境
8日上午， 该案在湘潭县
法院开庭审理，湘潭县人民检
察院指派检察员周浪、潘道平
出庭支持公诉，公益诉讼机关
湘潭县人民检察院指派龙婧
婧、胡颖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
出庭支持公益诉讼。
庭审中，公益诉讼人运用
多媒体示证方式，针对各被告
非法提供、利用、处置危险废
物行为对环境造成社会公共
利益受到损害，以及应当承担
的民事侵权责任等争议焦点
进行了举证、质证、辩论。同时
向法庭全方位还原了案发后
公益诉讼人调取的现场原貌
和起诉前后现场对比图。
当日下午，湘潭县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判处各被告人犯
污染环境罪，当庭判决有期徒
刑一年到拘役6个月不等，没
收违法所得，上缴国库。同时
认定上述被告人及广东某稀
材股份有限公司的侵权行为
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判令
上述被告共同对他们在湘潭
县的金属提炼厂附近环境损
害进行修复，恢复原状（本案
审理期间已履行完毕）， 对寄
存于环保公司的27.65吨危险
废物依法委托有资质的第三
方进行处置，消除危险。
省高院环境资源庭副庭
长伍胜介绍，由检察机关对环
境资源案件提起公益诉讼，法
院根据“谁污染、谁修复”判决
修复生态环境， 改变了过去
“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
单”的现状，是湖南法院坚持
恢复性司法理念，将办案和生
态修复并重。今后，湖南法院
将强化与检察机关、 公安机
关、环境执法部门的协调联动
机制，形成环境司法与行政执
法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共治
合力。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晨曦 实习生 张晓芳

延伸

株洲开出首张违规燃放罚单
本报2月8日讯 项目开工
本应是件喜事，但昨天，株洲市
石峰区学府时代小区却因项
目开工仪式中违反禁燃烟花
爆竹规定，私自燃放爆竹被公
安机关传唤，成为株洲市违反
禁燃令受罚的第一例。
据悉， 上午10点30分，学
府时代小区项目开工仪式上
燃放烟花爆竹。 中午11时许，
株洲市公安分局110报警指挥
中心接到群众电话举报，称在
石峰区田心大道与学林路交
叉处附近有违规燃放烟花爆
竹现场。随即，石峰区公安分局
井龙派出所组织警力赶到 现
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并将燃

放烟花爆竹的学府时代小区项
目负责人贺某传唤至派出所接
受调查。
据贺某供述，当天恰逢项
目开张，虽然知道“禁燃令”规
定，但并不清楚禁止、限制燃
放烟花爆竹的具体范围。为了
庆祝开业大吉，贺某还是抱着
侥幸心理于当天上午10时许
燃放了此前购买的大量烟花
爆竹。对比，公安部门将依照
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规定责令停止燃放并给予
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给予处
罚。
■记者 和婷婷

逛庙会

2月8日，永州市零陵区举行首届民俗庙会暨东山景区开园仪式，数万人齐聚千年古城，尽情
狂欢。
杨万里 摄

花1400元买回一条病狗
专业人士提醒：尽量别买两月以内幼犬，难养
近日， 长沙市民周女士向
三湘都市报投诉称， 刚买的得
金毛犬领回家没几天就病了，检
查发现有犬瘟和冠状病毒。“花
了钱不说，店家态度还很恶劣。”
2月5日，记者就此展开了
调查。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宠物在进店
时都做了检疫，不带病毒。记者
提出要看检疫证明， 对方拒绝，
“
这个没法给你看。”
“
他们不会养， 把宠物带回
家养几天生病了，就怪我们。”另
外一名工作人员显得很委屈，认
为宠物得病是客户自己的原因。

【市民】 刚买的狗狗病了
【回应】 将加大执法力度
周女士很喜欢宠物， 前不
久， 她在芙蓉区马王堆街道长
嘉路的壹品宠客宠物店购买了
一条金毛。不料，将狗领回家的
第二天，发现狗狗病了。
“狗狗咳嗽， 不停流泪。我
以为是感冒了， 附近的宠物医
院医生一看， 告诉我这是一只
被注射了强心针的病狗，最多只
能存活7-10天，也就是业内所说
的‘星期狗’。”周女士告诉记者。
花了1400元买回一只病狗，周女
士十分气愤，便去与店家理论。但
店家表示无法退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
少市民在该店买过宠物犬，没
几天就发生了生病的情况。

【店家】 客户照顾不好得病
2月5日中午， 记者来到宠
物店。
“客户领回家时，宠物没有
得病， 吃喝拉撒也是正常的。”

提醒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芙
蓉区动检所与芙蓉区工商局已
经收到由市民热线派的投诉工
单， 将对该宠物店的资质及宠
物健康情况展开调查。
“去年以来，我们多次对该
宠物店例行检查。”芙蓉区动物
检疫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
年6月份， 宠物店开业没多久，
他们就对该店做了监督检查，
发现该店存在物证不符的情
况，处以3310元的罚款。
该负责人还告诉记者，宠
物店幼犬主要从河南运过来，
外地繁殖的幼犬抵抗力很低，
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较差，
照顾不好确实容易得病， 存活
量较本地繁殖的幼犬要低。 他
表示， 他们将加强与工商等部
门联动，加大执法力度，如果该
店确实存在卖病狗的行为，会
根据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肖耀中

两月以内的幼犬难养

“尽量别买两月以内幼犬，
难养。” 该负责人同时建议，消
费者买宠物狗的时候， 一定要
查看其检疫证明，看来源是否合
法； 同时要检查狗的精神状态，
是否存在精神萎靡不振的情况，
如果食欲较差就要小心了。

此外， 因为幼犬本身免疫
力较差， 在五个月内尽量不要
牵出去散步， 减少其与外界接
触。他特别提醒，消费者在买狗
的时候就一定要与商家签订销
售协议，如果产生纠纷，就可以
按协议进行处理。

常德捣毁一假酒窝点
涉多个高低档白酒品牌
本报2月8日讯 今天上午，记
者从常德市公安局获悉， 柳叶湖公
安分局白鹤派出所经过缜密侦查，
捣毁了一个专门仿造品牌酒类制假
窝点，现场抓获团伙成员3人，缴获
假冒高低档白酒成品200多箱，涉案
金额高达30多万元。
2018年年初，白鹤派出所接到
群众举报， 一个制售假酒团伙在辖
区内活动。经侦查，假酒制造窝点位
于常德市柳叶湖白 鹤 镇吴 家口 村
一间民房内，团伙采取家庭小作坊
式经营，回收真酒瓶，用口感相 似
的低档酒勾兑灌装，以正品行货的
高价卖出，以此牟取暴利。“一瓶茅
台品牌白酒， 生产成本不到50元，
而售卖价格却高达1000多元，且档
次越高，利润越高，哪个品牌白酒
畅销，他们就大肆灌装哪个。”民警
掌握到，每隔几天窝点生产出来的
假酒成品都会被一 辆银 灰 色面 包
车运走。
2月7日上午，又到窝点出“货”
时间。 民警联合区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采取行动， 当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3名，扣压银灰色面包车
一辆， 从折除掉了车座位的车内查
获7个塑料桶内700斤勾兑白酒和
大量的五粮液、 德山酒包装盒及商
标等。 院内的三间屋内查获涉嫌假
冒某品牌白酒两千多瓶， 某高档品
牌白酒数180瓶，散装白酒27桶，并
缴获用于制假的包装盒、防伪商标、
各种空酒瓶以及灌装机器等制假工
具一批。
“一瓶成本不过3-50元， 但是
流入到市场却要卖上千元。”白鹤派
出所所长戴俊峰介绍， 制假团伙生
产的假酒， 由于使用的都是回收的
真酒瓶及外包装， 还有特制的防伪
标签，仿真度非常高。目前，刘某、杨
某、袁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
一步深挖中。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吴林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