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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检察院首创公益诉讼联动办案机制
即日起公开征集案件线索 3 种方式可举报
本报讯（记者 鲁燕 通讯员 党玉红 韦改 秦征
峥）身边有垃圾山只能捂鼻而过吗？不，
今后只需拍张照发给
“金水检察”就能举报它，还有奖励。昨日，金水区检察院与公安食
药环侦查部门相衔接，
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建立“公益诉讼专业化联动办案
机制”，
即日起，
向社会公众公布 3 项公益诉讼线索举报方式，
公开征集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
群众举报线索一经查实，
将获得相关奖励。
公益诉讼无缝对接，举报有奖

金水区检察院通过对近 3 年相关案
件和对《刑法》中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罪、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生产销售假药罪
等 41 个罪名进行梳理，
结合辖区特点，
将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集中在生产、
销
售伪劣产品罪、
非法经营罪、
污染环境
罪、
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
擅自
进口固体废物罪等18个罪名上。涉及
罪名的案件一经受理，
侦查监督、
审查
起诉与民行科公益诉讼进行无缝对接，
加快办案流程，
提高工作效率。
自 5 月 16 日起，为不断畅通公益诉
讼线索渠道，
金水区检察院出台了多项措
施，
方便社会群众进行公益诉讼案件举报，
并给予举报人一定的奖励。

身边有垃圾山可拍照举报

2017 年以来，金水区检察院共摸排公益诉
讼线索 10 余起，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6 起，
公益保护案件 2 起，其中涉及食药领域案件 4
起、
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2 起，
涉案国有资产达
1800 万元。其中，
对部分公立医院停车场
收费不当、
价格违法行为监管不力等问
题发出的检察建议，
收到

了良好社会效果。曾有群众发现长期未清
理的垃圾堆积成山，
拍下照片进行举报，
检
察机关根据这一举报，
及时发出检察建议，
彻底解决了这一困扰民生的难题。
金水区检察院还与金水区法制办、
环保局、食药局、工商局、国土局等 10
余家单位召开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座
谈会，构建开展公益诉讼联系平台。

身边有垃圾山，可以这样举报

1.公益诉讼举报电话0371-67152836，
工作时间有专人接听，
下班后可转至语音信
箱，
12小时内即可予以登记、
回复。
2.在金水区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金
水明镜网”设置公益诉讼举报信箱，登录网
站进入举报页面，填写举报内容，点击提交
后有专人查看并及时给予反馈。网址为 http://
www.zhengzhoujs.jcy.gov.cn/。
3.微信公众号“金水检察”设立“拍一拍”
举报平台，宣传公益诉讼知识，群众可拿
起手机随时随地实拍图片进行举报。
举报线索查实后，将给予一定奖励，
实拍图片将会更清晰更真实反
映情况。

■环境案例

千余吨有毒废铝渣倒在家门口
清运费花了 1088 万元
构成污染环境罪，获刑 4 年半并处罚金 5 万元

“我以为这些是工 案情 倒入家门口深坑千余吨废铝渣，
仅清运费用花去 1088 万元
程上的渣土，真的不知
一审法院郑州航空港区法院判决
7 月 21 日，郑州航空港区市政建
面处理废物（HW17）中使用氯化
道 有 毒 ……”听 信 他 人
认定，
别人承诺一车给
200
元好处费，
设环保局接群众举报。航空港区八千
铵进行处理产生的废渣。
许诺帮忙倾倒一车废铝
2016 年 7 月 15 日，赵某彪伙同苏某卫
办事处与南阳康卫集团危险废物处置
郑州航空港区法院以污染环境
渣就可获得 200 元钱“好
（在逃）经预谋后向航空港区八千办事
有限公司签订废物处理处置及工业服
罪判处赵某彪有期徒刑 4 年零 6 个
处费”的被告人赵某彪昨 处赵楼村村西倾倒固体废弃铝渣。7 务合同。康卫处置公司从该倾倒地点
月，
并处罚金 5 万元；
判处李某杰有期
天站在二审被告席，多次这 月 17 日、18 日，被告人李某杰等人用 共转移危险废物 2642 吨，八千办事处 徒刑 1 年零 4 个月，并处罚金 2 万元。
样辩解。然而，大量证据和 卡车运送废弃铝渣并在赵某彪的安排 支付处置费用 1088 万元。
一审宣判后，
赵某彪不服，
提出上诉。
多位证人证言都证实他在说 下倾倒在赵楼村村西的一处深坑内 。
2016 年 8 月 9 日，经广州中科检测
“他就是该村的，
又是村干部，
所以
李某杰说，7 月 17 日和 18 日连续
公司检测，
样品中除了含有氯化铵，
还含
他对村里情况最了解。
”办案人介绍，
赵
谎，他其实很清楚这些刺鼻
两晚运输 40 车废铝渣，隔了一天后，打
有炭黑、
无机盐、
水等其他杂质，
说明送
某彪此前干了4年村主任，
该案发生时他
的废铝渣是“有毒危险物”。
检样品是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表
又是村队长，
“他才能又引导又指挥”。
转移这些危险废物，拉 电话的男子给了他 8000 元钱运费。
了 110 车 2642 吨 ，仅 清 运
宣判 构成污染环境罪，维持一审判决
费用花去 1088 万元。
二审郑州中院认为，赵某彪、李某
赵某彪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
量的有机氟化物，
是剧毒物质，
危害
鉴于该案属于破坏环
杰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倾倒危险废
废铝渣到底有多大危害？根据《国
人体骨骼并对呼吸器官有刺激作
境资源犯罪重大案件，昨
物，严重污染环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
家危险废物名录》的规定，该废铝渣未
用，
铝灰一旦进入人体，
可能造成
天上午，郑州中院在河南 重大损失，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构 经无害化处理就随意倾倒，会对土地、空 记忆力减退、智力低下、行动迟
财经政法大学模拟法 成污染环境罪。最终，二审判决，驳回 气等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废铝渣含有大 缓、催人衰老等危害。
庭公开审理此案。赵
某 彪 在 听 到 当 庭 被 疑问 倒了千余吨
“垃圾”为啥最后运走 2642 吨？
宣判“维持一审判
1088万元。
2642吨？检察官解释说，
倾倒地点的废铝
关于自卸车的荷载量，被告人李
决”，低下了头。
线索提供
渣中除了含有氯化铵，
还含有炭黑、
无机
某杰交代了两种说法，有说荷载量 16
记者 鲁燕
付加才
盐、
水等其他杂质，
为了消除一切污染，
清
吨，
也有说 25 吨。按照自卸车最大的荷
载量25吨计算，
两晚拉走40车废铝渣，
算
下来也就1000多吨。可为何最后清运走

运时将周边有可能污染到的废物都清理
掉了，
总计 2642 吨，
并最终支付处置费用

马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