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保户老人被车撞遭抛尸 多警种联动成功破案

两村民猎捕 24 只野生“石鸡” 法院公审判处罚金

男子溜进老宅偷走石墩

卖给古董商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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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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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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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方石泉 记者杨小军报道：

5

月

25

日，

婺源县溪头乡下溪村汪某报警称， 其家中老宅有

一石墩被盗。接到报警后，辖区港口派出所民警迅

速到达现场。

经了解，当日

15

时许，因汪某的老宅白天未

上锁，有一男子溜门进入汪某老宅中，偷了一个方

形石墩放在摩托车上后逃离现场。 后民警现场走

访周边群众， 了解到该男子及驾驶的摩托车基本

特征。民警通过天网监控进行追踪，发现该男子在

港口村的街面逗留并与人交谈， 民警立即去核实

相关情况，最终确认偷盗石墩的男子名为江某旺，

婺源县江湾人。确认嫌疑人后，民警立即前往江湾

镇江某旺家中将其抓获。经民警询问，江某旺对盗

窃石墩的事实供认不讳， 并称已将偷来的石墩卖

给江湾收古董的人。 后民警将石墩追回并返还给

汪某，目前江某旺因涉嫌盗窃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本报讯 景怡 美娟 记者杨小军报道：

5

月

23

日，

广丰区人民法院针对一批涉民生、

10

万元以下小

标的案件展开第二波攻势。

当日凌晨

4

点， 该院警灯闪烁，

30

余名执行

干警，迎着微微晨光，以雷霆之势奔赴执行现场，

对目标案件被执行人进行突击拘传。

2015

年

9

月

被申请人庄某与申请人陈某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被该院判处赔偿

43198.67

元。 判决

生效后，庄某只支付了

1

万元赔偿款，对于剩下的

赔偿义务拒绝履行，陈某无奈，只好到该院申请强

制执行。 凌晨

6

点，庄某被带到该院调解室，执行

法官明确告知如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将对其进行拘

留。 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庄

某当场交付了赔偿款，该案圆满执结。 据悉，此次

行动持续

5

小时，拘传

7

人，拘留

1

人，促成和解

案件

4

起，执结案件

2

起，执结款项

11

万元。

广丰法院凌晨抓“老赖”

执结款项一万元

11

网购驾驶证应聘公交司机

“假司机”被民警识破

本报讯 王俊涛 胡鹏 记者杨小军报道： 铅山县

天南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近日来到该县交管大队对前

来应聘的驾驶员进行审核时， 车管所工作人员发现

一起伪造驾驶证并提供虚假公章、虚假材料案件。

4

月

29

日上午

10

时许， 铅山县天南公交公

司经理携带了近期前来该公司应聘的驾驶员材

料，来到该县交管大队车管所进行信息核查。车管

所负责人余笑蕾接过材料，对材料一一认真核对，

此时眼尖的她发现其中一份 《 机动车驾驶人安全

驾驶信用情况》表上加盖的公章为“ 铅山县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而该大队单位名称早

已变更为“ 铅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随后余

笑蕾对该人员进行了进一步核查， 核查后初步发

现该人员并未持有机动车驾驶证， 随后向河口派

出所报案。河口派出所民警受理案件后，将犯罪嫌

疑人付某抓获。

据了解，驾驶人付某今年

57

岁，原先有驾驶客

运车辆经历，自认为会开车，但苦于文化程度有限

多次尝试未考取驾驶证，看到此次公交公司招聘便

想去应聘，但公交公司要求必须出示驾驶证，在与

儿子商量后决定购买一本假的驾驶证，于是网购了

一份假驾驶证及虚假材料，递交给了公交公司。

菜贩变身偷菜贼

先后四次到八角塘偷菜被抓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

5

月

21

日凌晨

2

时

许， 信州公安分局茶圣路警务站接到群众杨先生

报警， 称在信州区八角塘菜场某摊位有人盗窃蔬

菜。 接到警情后，民警迅速赶至现场，发现嫌疑人

已被杨先生控制。

经查，嫌疑人系杨某敬，同报案人杨先生从事

相同职业，在水南街贩卖蔬菜。 据悉，杨先生的店

铺曾

3

次遭遇蔬菜失窃，通过查看店内监控，发现

一名中年男子非常可疑。

5

月

21

日凌晨

1

时许，

杨先生打开店门后， 发现一男子鬼鬼祟祟在其店

外逗留， 且该男子外貌与原先

3

起蔬菜被盗案的

嫌疑男子身形极其相似，便在一旁观察。 不多久，

该男子乘店内无人将一捆莴笋直接偷走。 确认该

男子的盗窃行为后，杨先生立即上前阻拦并报警。

经审讯， 嫌疑人杨某敬对其先后

4

次到杨先生店

铺盗窃蔬菜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据杨某敬交代，

其经常到八角塘进货， 见杨先生的卖菜店有时无

人看守，就想占点“ 便宜”，其第一次就盗得一大筐

辣椒。 尝到“ 甜头”的杨某敬之后多次在凌晨时分

“ 光顾”杨先生的卖菜店。目前，杨某敬因涉嫌盗窃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4

嫌疑人偷的蔬菜

被告人俞人杰、 何玉标在未办理任何证照

和未在环保部门备案的情况下，于

2010

年

7

月

份开始， 合伙在弋阳县范围内先后非法经营了

3

处生产加工海绵铜的黑作坊。

2017

年

10

月

11

日、

23

日， 弋阳县公安局联合该县环保局对

被告人俞人杰、 何玉标开设在弋阳圭峰镇桐子

岭、圭峰镇圭峰法庭后面山上化工厂、清湖乡艾

家杭溪渡口的

3

处黑作坊依法进行搜查， 当场

扣押用于生产海绵铜的原材料———含铜废液

210

余吨和大量废铁，并缴获槽罐、塑料桶等大

量生产工具。

未办理证照未在环保部门备案

非法生产加工海绵铜

被告人俞人杰、 何玉标自行联系或通过中

间商钱会春等人介绍，多次从外地购入

3773.22

吨含铜废液， 通过

3

处黑作坊非法生产加工了

300

余吨海绵铜， 并将海绵铜销售到广丰欧凯

铜业有限公司和玉山飞隆环保有限公司， 其中

销售给玉山飞隆环保有限公司的海绵铜非法获

利

600

多万元。

被告人何妙妙、徐程银在明知俞人杰、何玉

标无经营许可、无处置危废资质的情况下，仍然

参与黑作坊日常经营。 被告人肖善钟、尚兵山、徐

兴贵、方祥卫在明知俞人杰经营的黑作坊没有任

何证照及处置危废资格和条件下，多次为俞人杰

提供废蚀刻液。 该作坊将生产产生的废水直接排

放至水沟流入信江河内，造成重大环境污染。

法院对该污染环境案进行宣判

8

人被判刑并处罚金

弋阳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俞人杰、何玉

标、何妙妙、徐程银、肖善钟、尚兵山、徐兴贵、方

祥卫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3773.22

吨，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

法院根据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案发后自

首、 坦白等情节， 以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俞人

杰、何玉标、徐程银等

8

名被告人一年零二个月

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人民币

10

万元至

20

万元不等的罚金；被告人何妙妙交纳的违法

所得

10

万元，予以没收，由弋阳县人民检察院

上交财政。

一审宣判后，俞人杰、何玉标、徐程银、肖善

钟、尚兵山、徐兴贵、方祥卫、何妙妙不服，向上

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了解，我国《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

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

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

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

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铜废水直排信江造成重大环境污染 8 被告齐坐牢

法庭对

8

名被告进行宣判

在很多群众的观念中，“ 石鸡”是餐桌上一道美

味佳肴，捕捉“ 石鸡”自食是稀松平常的事。殊不知，

这种行为已违法甚至犯罪，横峰两村民因此获刑。

5

月

24

日， 横峰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巡回法庭赴葛

源镇黄溪村开展巡回审判，就地公开审理一起非法

狩猎案，数十名村民到场旁听庭审。

两村民抓捕野生“石鸡”

24

只

法院公审各判处罚金

2000

元

2018

年

7

月

19

日夜间， 葛源镇黄溪村村

民邱某火、 邱某成约伴在新篁办事处黄山公益

性林场阳山分场附近的山沟里，使用矿灯照明，

徒手抓捕野生“ 石鸡”

24

只。 当日凌晨，在返回

途中被横峰县森林公安局民警抓获。

经鉴定，邱某火、邱某成所捕获的“ 石鸡”学

名为棘胸蛙，属国家保护的有益或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被列入《 国家保

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名录》 ，属于“ 三有”保护动物。

被告人邱某火、邱某成违反狩猎法规，使用

夜间照明行猎，非法猎捕棘胸蛙

24

只，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已构成非法狩猎罪，且

系共同犯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二被告人自愿

认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 当庭对二被告人各作出判处罚金人民

币

2000

元的判决。

法庭就地办案开展普法宣传

提升村民环境保护意识

案件主审法官李贤愈对公审该案的法律

依据进行了解释， 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规定 ，违反狩猎法规 ，在禁猎区 、禁猎期或者

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

区 、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狩猎 ，

非法狩猎野生动物

20

只以上的或违反狩猎

法规， 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的工具方法

狩猎的属于非法狩猎“ 情节严重”。 此外，本案

中二被告人狩猎时使用夜间照明属于 《 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四条“ 禁

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 歼灭性围猎、 捣毁巢

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中列明

的禁止使用的方法，同样构成犯罪。

公开审理此案， 影响很大。 一位村民这样

说：“ 原先我也以为抓几只‘ 石鸡’应该没什么大

不了的，今天这个案子的公开审理，给我们上了

一堂生动的普法课， 让我知道了非法捕猎的严

重后果，今后我会多加强自己的法律意识、保护

野生动物的意识，真正做到知法守法。 ”

案件主审法官李贤愈表示 ，“ 葛源山清水

秀，生态环境良好，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但

部分村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 非法捕捉野生动

物的现象时有发生。 希望通过此次环境资源巡

回法庭公开审理，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法律，遵守

并敬畏法律，树立生态保护理念，并且真正将这

种理念根植于心、落实到行动上。 ”

据了解，近年来，横峰法院紧跟时代步伐，

围绕工作大局，强化责任担当，主动延伸环境资

源司法服务，积极创新环境资源案件审理模式，

通过设立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就地办案释法、巡

回开展环境资源普法宣传， 不断提高环境资源

法治公众参与度，提升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守护

横峰青山绿水，为“ 三优”幸福新横峰建设提供

强有力司法保障。

（王牡丹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庭审现场

今年

1

月

4

日， 铅山县湖坊镇吴家村，冬

日的早晨格外冷，路上少见行人。 赶早到菜地

里做活计的老刘头还有些睡眼惺忪，一辆由远

至近急速传来的汽车音响声搅乱了冬日清晨

的宁静。老刘头不禁皱了皱眉，直了直腰，抬眼

看去，只见村路口停着一辆白色小车，车门开

着，不一会儿，好像是村里的老白，被一个不认

识的男人抱上了车，随后“ 呼”的一声，车就没

了踪影。

男子驾驶小车撞倒老人

将其抱上车抛弃在草丛中

“ 老白是个孤老， 也没见他有哪个亲戚开

车来接过他，或许是跟谁约好了出门有事吧？”

老刘头自言自语着，没有多想便转身继续手上

的活儿。

老刘头不知道的是，他方才看见的，其实

是一桩刑事犯罪！

这天早晨， 犯罪嫌疑人潘某驾驶一辆小

车外出做事 ，途经湖坊镇吴家村 ，见路况不

错 ，加之当天沿路的车辆比较少 ，轻车熟路

的他开始疏忽起来。 当车子途经吴家村一处

弯路时 ，潘某没有集中注意力 ，根本没发现

空旷的路上还有个行人，等他车头打正看见

人影时已来不及刹车 。 一个急转弯加急刹

车 ， 车头避开行人而车身却将对方剐蹭倒

地。 潘某急忙下车查看，发现被自己撞倒在

地上的是一名老人 ，他连着呼唤几声 ，但老

人毫无反应，潘某懵了。

此刻， 一个念头占据了他的全部思维，那

就是车没买任何商业保险，而自己又曾经犯过

事，钱赔不起不说，还得再去蹲大狱，自己的生

活就全完了。一想到这，虽然是寒冬，但潘某却

吓得满头大汗。 他缓了缓神， 四下打量一番，

“ 没人没车！得把他弄走，不能挨抓！”罪恶顿生

的潘某抱起已无反应的受害人放在了车后座，

加足油门扬长而去。

一个多小时后，车子开到了铅山县天柱山

乡廖阳村，这里地处偏僻，人烟稀少，路边杂草

丛生，荒芜一片。潘某恶向胆边生，一把将老人

拽出车外， 抛弃在路边不远处的密草丛中，随

后不管不顾地逃离了抛尸现场。

村民发现老人尸体报警

多警种联动开展侦破工作

两天后的

1

月

6

日早晨，廖阳村一村民外

出途经该路段时，发现路边有一只新鞋，便四

下寻找另一只，这一找却找到了草丛深处可怜

的老人尸体。 惊吓不已的村民旋即报警，天柱

山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该县公安局刑侦

大队侦技人员也火速赶往天柱山乡。

经过紧张的调查和勘验，侦查员判断，被害

人应是被撞致死，而该处并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尸体是被转移并抛弃至此的。抛尸？铅山已多年没

有发生过此类案件，警方当即组织破案攻坚。

基于技术人员的判断， 专案组将排查车辆

和查证死者同步进行。 很快死者白某身份被确

定，第一现场也被侦查员找到。经过对周边群众

的多方走访调查，“ 带走” 白某的白色车辆特征

被锁定， 驾驶员潘某于

1

月

8

日被侦查员成功

抓获归案。可嫌疑人潘某到案后一脸无辜，对侦

查员的讯问是一问三不知，或是百般辩解。

民警嫌疑车内发现血迹

嫌疑人如实交代犯罪经过

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只要作案就必然留

下证据。 侦技人员没有放弃，他们再次对嫌疑

车辆反复勘验。在肉眼看不出任何痕迹的车辆

里， 技术员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了全车检验，结

果令人惊讶：嫌疑车内留有新鲜血迹，经

DNA

比对，就是死者白某留下的。与此同时，侦查员

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放弃，通过长时间的视频甄

别、排查比对，潘某驾车的路线和时间被完全

查清，与案发时间地点完全吻合，而目击村民

的证词也都指向了潘某和他驾驶的白色嫌疑

车辆。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经过再次讯问，潘某

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 经查，犯罪

嫌疑人潘某，重庆人，有诈骗前科，多年前来到

铅山，从事电器维修工作，并在当地娶妻生子。

1

月

24

日， 犯罪嫌疑人潘某被依法刑事

拘留。

2

月

2

日，潘某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4

月，

潘某被依法起诉。

（程子元 王俊涛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民警勘查抛尸现场

监控锁定嫌疑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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