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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谭玉芳 左永鑫）近
日，在浏阳市法院执行接待室，申请人蒋
某能和被执行人蒋某善达成执行和解 ，
蒋某善当场兑现执行款 2 万元， 双方握
手言和。 望着眼前这一幕，检察官和法官
欣慰地笑了， 一起 7 年执行积案在检察
官与法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化解。

2012 年 6 月 7 日， 蒋某善作为吊车
老板与帮工蒋某能等人一起帮罗某峰家
新建的楼房吊装水泥预制板，蒋某善、蒋
某能与一名泥水匠一同站在架板上 ，3

人将预制板插入墙体时，因架板断裂，一
同从二楼坠落，蒋某能的右手被砸伤，经
鉴定为七级伤残。 事后，蒋某善认为事故
原因系房主罗某峰提供的架板断裂导
致，罗某峰应负事故赔偿主要责任，于是
仅赔偿了蒋某能 22800 元医药费和 5000
元赔偿款。

为获得合理赔偿， 蒋某能将蒋某善、罗
某峰 2人诉至浏阳市法院。 2013年 4月 25
日，法院作出判决，认为蒋某善作为雇主，应
承担全部责任，罗某峰无责任，判决蒋某善

另行赔偿蒋某能 74224元。 蒋某善不服，上
诉至长沙市中院， 长沙市中院维持一审判
决。 蒋某善仍不服，认为罗某峰应担责，因此
进入执行阶段后消极履行。 2015年 5月，蒋
某善因拒不执行判决被法院司法拘留后，怪
罪蒋某能，一直逃避执行，执行人员多次上
门执行未果。

2020 年 9 月， 蒋某能向浏阳市检察
院申请监督，承办检察官通过阅卷，询问
双方当事人后， 了解到蒋某善消极履行
的主要原因是不服判决，于是双管齐下，

一方面建议蒋某善依法申请再审， 另一
方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促成双方
达成执行和解。 蒋某善同意和解，但表示
仅再支付 2000 元，而蒋某能要求 3 万元
赔偿款，双方分歧太大而未达成和解。 为
此， 浏阳市检察院向浏阳市法院发出检
察建议书，建议后者积极开展释法说理，
力争使该案和解结案。 检察官也持续关
注该案，多次与双方当事人联络，经过进
一步耐心释法说理，帮助双方分析利弊，
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老汉为每吨百元利润铤而走险
2 月 22 日， 据经办此案的常德桃源

县公安局民警刘志雄介绍，2018 年 5 月，
桃源县漆河镇勒马山村一名村民向村干
部反映称， 村里有人在其家附近的坡地
上， 堆放了一些用编织袋覆盖的可疑物
品，并散发出奇怪的气味。

当地一向以风景优美闻名。 接到逐
级汇报的漆河镇政府干部， 赶到现场查
看， 发现垒在一块的数十袋编织袋装有
白色粉末。 此后，又发现两处废弃物堆放
场地 。 其中在一个山头堆放的 50 只油
桶， 油桶里是颜色不同的油状、 水状液
体，“白色、红色 、黑色都有 ，味道都很刺
鼻”。

后经环保部门初步鉴定， 这批物质
应属于医药和化工企业废料。 对该类物
品的处置，国家有明文规定，随意放置污
染废弃物，有违国家有关法律。

因一时无法认定该批废物是否属于
有毒有害危险物， 环保工作人员提取样
品送检。 同时，这批重约 50 吨的废弃物
被当地政府异地封存， 派出所民警进行
初步调查。

警方调查得知， 堆放可疑物品的空
地是当地 63 岁的村民胡某所有，废弃物
也是其堆放。 胡某经济条件较差，平日靠
种田和打零工为生。

废弃物来源是胡某妻子的外甥陈
某。 2018 年元月，胡某通过陈某介绍，认
识了陈某的网友 “星星 ”蒲某 ，运来了袋
装的深色块状废弃物。 除去运费、 人工
费，胡某每吨收取了 320 元的好处费。

当年 5 月 9 日， 尝到甜头的胡某再
次作案。 这一次，他绕过陈某，直接和蒲
某联系，运来了油桶。 老汉的逻辑十分简
单，“就接个电话， 喊几个人把东西从车
上卸下来，几个小时就能赚千把块。 ”

胡某落网后， 法律意识淡薄的他才
后悔不迭。外甥陈某则闻风而逃。警方只
得从外围进行调查。

2018 年 11 月下旬的一天，权威部门
出具了鉴定结果： 这些废弃物分别为次

阿司匹林、别嘌醇残液和工业盐残渣，甚
至有吗啡残液。 这 50 吨废物大多为有毒
有害危险物。 当日，桃源县环保部门将该
案移送到公安机关。

桃源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介入
后，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调查。

江苏企业废弃物被运至千里处置
从一只旧包装袋外， 时任桃源县公

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的刘志雄和
同事们， 发现了一个写有常州某化工企
业的标签残片。 带着这张残破的标签，民
警们在常州市 “大海捞针 ”，初步认定是
武进区某化工企业。

2019 年 6 月， 在外躲藏几个月的陈
某向警方投案自首， 该案被省公安厅列
为省厅督办案件。

7月初，民警查明了怀化芷江人蒲某的
真实身份，并将其抓获归案。 蒲某交待，他是
从储某那里接到的业务， 民警又顺藤摸瓜，
找到了 40岁的江苏宜兴人储某。

正在这时， 常州武进区某化工企业
及宜兴某制药厂法人来到桃源县公安局
自首， 交待了将企业产生的废弃物交给
职业掮客储某处置的事实。

早前， 储某从事处理可回收再利用
的工业废物这行， 也有不可回收的废弃
物方面的资源。2017 年起，国家针对污染
废弃物处置的监管升级， 储某为牟利铤
而走险， 将手伸向了不可回收利用的废
弃物。

而为了降低本企业的工业废弃物处
置成本， 常州某化工企业和宜兴某制药
厂负责人， 将废弃物的处置交给无处置
资质的储某。

警方查明，2018 年 1 月，这家常州企
业要储某处理 18.71 吨废物，并付 4.6 万
元的处理费。 储某联系到蒲某某并付给
其 2.4 万元，个人获利 2.2 万元。

由蒲某某联系车辆和陈某， 将这批
废弃物运到了桃源县， 陈某联系胡某选
址卸货 ，蒲某某付运费 8500 元 ，除分别

支付陈某和胡某 2000 元介绍费和 5800
元处置费，其个人得利 7700 元。

2018 年 4 月，宜兴制药厂将 31 吨多
废弃物交给储某处理， 付处置费 3.8 万
元。储某以 2.45 万元的价格转给蒲某某，
个人获利 1.35 万元。 蒲某某绕开陈某，
联系车辆和胡某 ， 付给 7500 元运费和
7000 元处置费，个人得利 1 万元。

放在桃源的近 50 吨废弃物的来龙
去脉终于查清了，警方还查处了 2018 年
10 月、12 月和 2019 年 1 月，两家企业通
过储某、蒲某某，存放在怀化市洪江区某
废弃厂房内近 60 吨废弃物的犯罪事实，
一条延伸上千公里的 “毒龙” 终于被斩
断，“还有第三起案件，仍在查办”。

2019 年底， 桃源警方将全案依法移
送检察院起诉。 2020 年底， 这起跨省污
染大案终于判决， 因犯污染环境罪 ，蒲
某、 胡某等涉案人员均获刑两年三个月
到一年不等 ， 江苏两企业分别被罚款
50、70 万元。

老汉随意堆放 50 吨工业废物牵出跨省污染大案

延伸两省的“毒龙”被斩断

检法联手化解一起执行积案

警方查获的工业废物堆放现场。 警方供图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陈思 通讯员 涂定平 邓光耀

只需堆放一些废弃物，就能赚数千元，法律意识淡薄的 63 岁农村老汉胡某动了心，却不知自己随意堆放的都是工业废弃物，甚至包
含吗啡残液。 桃源警方数月追踪，牵出了一条跨越千里的废弃物处置利益链条。

■探案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