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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物流公司”的幌子偷排污染物
潍坊寒亭：一行政执法人员因污染环境获刑

!

卢金增

本报通讯员 黄腾腾

现年
!"

岁的齐振宇本是一

名行政执法人员! 却利用手中权

力!打着开办物流公司的幌子!与

排污企业相关人员"合作#!非法

处理化工废料! 最终因被群众举

报而落网$近日!经山东省潍坊市

寒亭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对

此案进行宣判! 齐振宇因污染环

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四个

月!并处罚金
#"

万元%赵季海被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二个月!并

处罚金
#$

万元%丁皓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

万元!其余涉案
&

人也分别获刑$

一审宣判后! 被告人均未提

出上诉$

开办物流公司!暗度陈仓"

身为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某行政执法部门的公职人

员!齐振宇知道化工企业废水&废

酸无害化处理费用高! 很多企业

不愿意支付高昂处理费! 他便想

出了一个迅速赚钱的好门路$

'()'

年春! 齐振宇出资
*+%

万元开办了一家物流公司$ 公司

打着物流的幌子暗地偷排工厂的

废酸和废水$ 因齐振宇担任公职

不好出面! 便由妻子张某担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 赵季海等人各出

资
,,-%

万元成为公司股东$

公司内部全员参与& 分工明

确$齐振宇作为幕后老板!投资人

赵季海& 于封疆分别负责联系化

工企业拉排废水废酸和安排分

工 !

!

名卡车司机则负责运输偷

排! 而公司的几名业务人员也参

与其中!负责"看路望风'$

,+#!

年
!

月!一个偶然的机

会! 潍坊某化工公司的业务负责

人丁皓结识了齐振宇$ 因其公司

亚磷酸二甲酯车间产生的废盐酸

浓度低达不到使用标准不能使

用! 而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成本又

比较昂贵! 所以公司暂时把这批

废料全部放到工厂的罐里! 后来

罐子被装满了! 严重影响了公司

的再生产$

就在丁皓为处理废料一筹莫

展之时! 看到了之前齐振宇留下

的名片$ 丁皓便打电话询问废盐

酸能不能帮忙处理$ 很快丁皓就

收到了齐振宇的好消息()这种浓

度低的盐酸我们可以处理$'丁皓

大喜过望! 虽然明知齐振宇公司

没有处置废酸的资质! 但为了解

燃眉之急!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齐振宇吩咐赵季海办理此

事$司机根据赵季海安排!将废盐

酸运输至铁路桥下& 弥河河道内

实施倾倒偷排! 共计倾倒偷排废

盐酸约
,++

吨$

为逃避打击处理!在运输&倾

倒&偷排过程中!物流公司
.

名业

务人员在赵季海安排下分别驾车

在不同路口看道&望风$

后双方伪造合同以运输钢材

名义! 化工公司支付给物流公司

共计
,

万多元$ 丁皓节省了废物

处理成本! 而齐振宇只动用
!

辆

车就轻松入手
,

万多元! 第一次

的合作让双方都尝到了甜头$

数次合作双方!各得其所"

,(*!

年
.

月! 化工公司有
*

万多桶苯酚母液需要处理! 丁皓

又联系上了"老朋友'齐振宇!双

方经过协商后签订租赁合同!化

工公司租赁齐振宇及其父亲的院

落!将用蓝色塑料桶存放的"母液

分离'进行露天存放!化工公司支

付租赁费
*%

万元$丁皓伪造合同

以土建& 粉刷工程等名义由化工

公司支付给齐振宇母液分离处理

费!共计
$(

万元!丁皓获得齐振

宇给予的回扣
,%

万元$

据悉! 化工公司如果把这些

母液分离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话!

每吨成本在
*%((

元左右!全部处

理需花费将近
,((

万元$

收到"母液分离'的齐振宇!先

安排员工将
$(

吨母液分离简单加

工后进行销售! 获利
,

万余元$

,(*!

年五六月! 为卖装废液的塑

料桶!齐振宇指使赵季海将母液倒

掉 $ 赵季海遂安排
!

名司机将

*(((

余桶母液经简单稀释后非法

倾倒偷排!随后赵季海处理了这批

废液塑料桶!获利
!

万余元$

,(*!

年
/

月! 丁皓联系齐振

宇说有一批固体废物需要帮忙处

理!齐振宇去存放废料的现场看后

爽快地答应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

左右!齐振宇吩咐赵季海安排卡车

将近
%((

吨废料拉走!前后足足拉

了
,

天$这些废料主要是一些水解

物!属于有毒有害物质$

赵季海负责全面协调并放风

看道!示意业务员负责"望风'!

!

名司机驾驶半挂车运输污泥!将

约
."!-*"

吨污泥从化工公司运

至一个院落内的大坑后直接填

埋$事成后!丁皓等人伪造合同以

土建& 粉刷工程等名义由化工公

司支付给齐振宇污泥处理费共计

**(

万元!齐振宇给丁皓 "回扣 '

.(

万元$

终被举报得不偿失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虽

然他们每次都在黑夜偷排! 也安

排了专门人员放风! 但终究还是

躲不过周围居民的眼睛$

滨海治安大队接到群众举报

后!迅速出警调查$

,(*%

年
.

月
*.

日!丁皓主动到案配合调查%同年

"

月
,

日晚!潜逃多日的齐振宇在

北京被警方抓获$ 其他涉案人员

也全部被公安机关捉拿归案$

经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设计院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

评估中心评估!非法排污造成的环

境损害费用为
*".

万元! 其中!非

法倾倒
,((

余吨废酸液造成的生

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为
.(

万元!

非法倾倒
%((

余吨母液稀释液造

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为
*!(

万元!调查评估费用为
.

万元$

据悉! 化工公司已将桶装母

液进行无害化处置! 支付危险废

物处理费用
*,/%-!

万元%并将掩

埋于七里村院落的固体废物进行

无害化处置 ! 发生各类费用约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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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州“1·9公交车纵火案”
犯罪嫌疑人被批捕

本报讯 $刘德华
!

通讯员方娟% 引发社会关注的四川省

泸州市"

*

*

&

公交车纵火案'有新进展$

*

月
,%

日!泸州市江

阳区检察院以放火罪对犯罪嫌疑人张仁洪依法批准逮捕$

今年
*

月
&

日
/

时许!犯罪嫌疑人张仁洪!女"

%*

岁#因家

庭纠纷产生在公交车上纵火的极端想法$当天
*(

时
!(

分许!张

仁洪在泸州市江阳中路转乘
,$&

路公交车行至江阳中路肖巷子

路口时!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倒出并用打火机点燃$驾驶员发现

后!紧急停车疏散乘客!启动报警装置!并用灭火器灭火$接到报

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现场群众的协助下!迅速控制

火势!并将张仁洪当场抓获$ 由于处置及时妥当!车上仅一名乘

客手臂擦伤$ 据公交公司初步估算!车辆损失约
*-!

万余元$

张仁洪在运行中的公交车上点燃汽油! 车上尚有乘客

和驾驶员! 且车辆正行至人流密集的闹市区! 如果火势蔓

延或车辆发生爆炸 ! 足

以危害到不特定多数人

的生命 & 健康和公私财

物安全 ! 其行为已涉嫌

放火罪$

不仅是职务侵占，还有贪污！
嘉兴秀洲：依法对一职务犯罪被告人追加起诉

本报讯$范跃红
!

通讯员舒阅%

一起看似普通的职务侵占案件 !

因检察官认真审查!严格把关!及

时发现其中隐藏的涉嫌贪污犯罪

线索!遂移送反贪局立案侦查!最

终固定证据! 厘清犯罪嫌疑人涉

嫌职务侵占&贪污的犯罪事实$近

日!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检察院

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被告人杨惠

君提起公诉!随后!该院以涉嫌贪

污罪对杨惠君追加起诉$

,(*%

年
$

月! 秀洲区检察院

公诉科受理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

的一起职务侵占案$ 案卷材料显

示 (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杨惠君利用担任嘉兴市秀洲区油

车港镇上睦村综治协管员的便

利! 多次采用虚构自制的报销凭

证和截留上睦村农村集体款的手

段!侵占国家财产
.(

余万元$

阅卷后!承办检察官发现!该

案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是

先后两次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

充侦查$

杨惠君仅仅是职务侵占吗 +

会不会涉嫌贪污+ 承办检察官陷

入了沉思$

根据调取的当地镇政府相关

征地文件!征地补偿款&赔青款等

均为当地镇政府为征地而发放!杨

惠君为上睦村经济合作社报账员!

需协助镇政府发放征地补偿款!承

办检察官进一步审查!发现他侵吞

*"

万余元征地补偿款! 可能涉嫌

贪污犯罪!遂将线索移送该院反贪

局$同年
**

月
,$

日!该院以涉嫌

贪污罪对杨惠君立案侦查$

"我当时该拿的征地补偿款

没拿到! 到了年底我就到村里去

要 !没多久就发下来了 $'一名村

民小组组长的话引起了侦查人员

重视$根据案卷材料!杨惠君通过

虚假造单的手段侵吞公款! 部分

村民也表示没有拿到镇政府发放

的征地补偿款!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还会不会有其他手段 +

侦查人员调整了办案思路! 经过

调取账本&细致核查!将可疑的征

地补偿款& 赔青款等发放名单一

一比对! 发现杨惠君还采用重复

造单的手段非法侵吞公款! 如此

一来! 已经拿到征地补偿款的村

民不再怀疑 ! 其隐蔽性更强 $据

此! 侦查人员进一步查实了杨惠

君涉嫌非法侵吞土地征用补偿款

共计
,&

万余元的犯罪事实$

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杨惠

君在担任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

上睦村村委会综合协管员兼上睦

村经济合作社报账员期间! 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之便!采

取收入不入账&自制报销凭证&伪

造签名等手段! 共计侵吞公款
!%

万余元! 应当以涉嫌职务侵占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他还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在协助镇政

府发放道路建设& 污水站建设征

地补偿等款项过程中! 采用重复

或虚假造单&伪造签名等手段!非

法侵吞土地征用补偿款共计
,&

万余元! 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他所得款项均用于个人

赌博&还债&结婚等开销$

多次检查却没发现安全隐患
安徽淮北同仁中学围墙倒塌事故两责任人一审获刑

本报讯$吴贻伙
!

通讯员韩露%

安徽省淮北市同仁中学围墙倒塌

致人死伤事故牵出的渎职案 !本

报
,(*%

年
.

月
,!

日曾作报道$有

了最新进展!日前!经淮北市相山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相山区法院

一审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相山

区教育局原副局长闫振红有期徒

刑四年零六个月& 该局民办教育

办公室原负责人王森有期徒刑三

年零六个月$

,(*.

年
*,

月
/

日下午
,

点

左右!淮北市相山区同仁中学部分

高中学生在该校篮球场观看篮球

比赛时!该篮球场西侧临近莲花大

厦施工工地的围墙突然倒塌!造成

%

名学生当场死亡&

.

名学生受伤

的重大事故!产生恶劣社会影响$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同仁

中学系民办学校! 由淮北市相山

区教育局负责管理 &监督 &检查 $

该局对辖区内的教育机构划分片

区!建立了领导班子包保责任制$

,(*,

年以来! 闫振红一直分管淮

北市相山区民教办并作为同仁中

学的包保责任人! 负责同仁中学

的监督管理工作$王森自
,((/

年

,

月开始担任民教办负责人!负责

辖区内民教办教育机构的审批 !

及协助教育局其他科室对辖区内

的民办教育机构进行管理$

同仁中学倒塌的围墙建于
,(

年前!后期使用过程中!只增加了

围墙的高度!却未对基础进行加固

处理! 造成围墙高厚比反差太大!

稳定性得不到保证! 存在安全隐

患$事故发生前!由闫振红带队&王

森作为检查工作主要执行者!分别

于
,(*.

年
$

月&

&

月&

*(

月&

**

月

多次对同仁中学开展安全专项检

查&年检和日常检查$由于时间短&

责任区学校较多等原因!检查很多

时候流于形式$检查围墙时只凭肉

眼看!没有按要求聘请建筑方面的

专家进行鉴定检查!也未就围墙存

在明显的二次加高问题询问校方

人员!导致围墙存在的安全隐患未

能及时被发现$

一审法院认为!闫振红&王森

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对同仁

中学的年检&安全专项检查及日常

检查工作过程中!闫振红作为检查

工作的负责人及执行者!王森作为

检查工作的主要执行者!严重不负

责任! 不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

没有及时发现校园安全隐患!未能

有效避免围墙倒塌事故的发生!造

成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恶劣!情节

特别严重!两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玩

忽职守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 鉴于两名被告人具有自首情

节! 一审法院遂从轻作出上述判

决$一审宣判后!闫振红&王森均已

提出上诉$

姚雯
!

漫画

对
号
贩
子

!

要
重
拳
出
击

!

王心禾

近日"一段%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

牛&的视频在微博刷屏'一女子在医院大厅

声嘶力竭地怒斥黄牛将
!((

元的挂号炒到

.%((

元"害得从外地赶来的她排了一天队

都没挂到号( 北京市卫计委工作人员
*

月

,%

日向澎湃新闻表示"接到反应后正在研

究视频内容" 并就里面反映的炒号问题进

行调查了解(

,$

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当

事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在获知

该女子的遭遇后" 已积极为她安排了医生

接诊(

看病难是人人皆知人人恼火的难题(

第一难就难在挂号(治病如救火"这边待

诊患者火急火燎挂不上号"那边是手里攥

着救命号狮子大张口的%黄牛&"由不得视

频中女子不愤怒(这还只是线下黄牛的丑

行"还有线上的黄牛"同样%猖獗&(自从北

京+ 广州等地开通了网上预约挂号服务"

群众排队挂号的苦楚有所缓解"但马上又

被猖獗的票贩子盯上了'他们运用抢号软

件大量抢占优质号源"几元的专家号倒卖

到患者手中动辄两三百元甚至上千元"有

%黄牛&月收入数万元(盯上医院挂号的黄

牛活跃在线上线下"对他们的行为 "难道

法律束手无策吗,

目前应对医院黄牛的法律 "仅有 )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
%,

条"即倒卖车票+船

票+航空客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

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处十日以

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

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
%((

元以下罚款 (也就

是说十五天加
*(((

元罚款是对医院黄牛

最严厉的惩罚"这相比一个号就动辄几千

元的纯利来说"这点惩处可谓无关痛痒(

同样是倒卖行为"倒卖车票 +船票的

行为"刑法
,,"

条规定了倒卖车票 +船票

罪"只要%票面数额在五千元以上"或者非

法获利数额在二千元以上的&" 就构成情节严重"%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金&(在刑法震慑力下"倒卖车票+船票的黄牛

收敛不少(从公众体验看"倒卖船票"至少比倒卖车票+医院

号的要少"却反倒有刑法利剑高悬头上(而关系到看病难的

医院号贩子"动辄一票获利几千"反倒没有重典约束(

从危害性上看" 倒卖医院票号也丝毫不逊于倒卖车船

票(如果说倒卖车票破坏的是社会公平+金融管理秩序和民

众出行顺利指数"那倒卖医院票号的则是破坏了正常的医疗

救治秩序"延缓了部分患者正常就诊康复"危及的是健康甚

至生命(高额的号价还有乘人之危敲竹杠之嫌"%钱重要还是

命重要&,面对这两难选择"你不得不%甘心&挨宰(

如果说对倒卖车船票给以更重的刑罚反映了法律对当时

社会出行难的关注"那么今天"法律理应更加关注群众看病难

这一社会问题"该修改法律就修改法律"切实加大对医院号贩

子的打击力度(在法律修改之前"针对黄牛猖獗却又长期缺乏

有效管制措施的现状"必须把公安部门+医疗行政部门和医院

等相关机构组织起来"协同行动"尽力加以遏制"减轻群众痛

苦( 那种把黄牛猖獗归责于医院的观点" 是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指望由医院来管住号贩子"只盯住医院这个环节去治理"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结果也必然是事倍功半(因为对于一个没

有执法权的医疗服务机构" 它们尽管可以也应该更好地做好

票务工作" 但指望他们

去执法打击" 恐怕太难

为他们了" 徒然加深群

众对他们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