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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杀 1220 只黄鼠狼贩卖牟利
江苏特大非法狩猎案一审，
21 人领刑罚
黄鼠狼和刺猬都是国家“三有动物”，但有人
却视法律于无物，非法狩猎这些“三有动物”并贩
卖牟利。
昨天记者从如皋法院了解到，该院长江流域
环境资源第二法庭审理的涉及黄鼠狼 1220 只、刺
猬 295 只的江苏特大非法狩猎案一审尘埃落定。
被告人王翼、王迩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有期
徒刑一年八个月；刘仟等三名被告人被判处拘役
四到五个月不等，适用缓刑；其余 16 名被告人被
判处罚金 3000 元至 6000 元不等。

生意惨淡，兄弟俩盯上黄鼠狼
黄鼠狼，
学名黄鼬。黄鼬大量捕食鼠类，
是害
鼠 的 天 敌 。 据 估 算 ，一 只 鼬 一 年 可 吃 1500 至
3200 只老鼠。2000 年 8 月 1 日，黄鼬被列入国
家林业局发布实施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
有 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
安徽宿州市萧县青龙镇有一个集合经营皮、
毛、农副产品生意的批发市场。从小在青龙镇长
大的王翼、王迩兄弟俩，12 年前来到南通做小羊
皮生意。2015 年前后，小羊皮生意惨淡，赚的钱
越来越少。
一次，王迩回老家时偶然听说，青龙镇皮毛市
场有人收购黄鼠狼皮和刺猬。他在心动之下和弟
弟王翼商量做点黄鼬、刺猬皮毛的生意。兄弟俩
约定共同出资，到南通地区收购黄鼬和刺猬，再贩
卖到青龙市场，赚取利润二人均分。

寻觅
“货源”
，
“合作伙伴”
越来越多
刚开始，王翼、王迩骑着电动车在南通的通
州、如东、海门、启东等地区转悠，
寻找
“货源”
。兄
弟俩先后结识了刘仟、袁方、王达等人，他们有的
是经人介绍的农户，有的是与市场收黄鼬的人有
联系。王翼与刘仟等人约定，只要他们捕捉到黄
鼬和刺猬，就打电话给他，
他和哥哥上门收购。双

方一拍即合。不久，钱尔等人也纷纷加入，为兄弟
俩供货。
袁开起初是通过自制的铁钩掏窝捕捉黄鼠狼
和刺猬。从 2016 年开始，王翼、王迩兄弟俩买来
捕猎夹子，卖给袁开等人，
让他们去抓黄鼠狼。
收到的黄鼠狼和刺猬，王翼、王迩将其剥皮加
工后囤积在住处，
打算等行情好了以后再出售。

法网恢恢，发财梦断后悔不及
2019 年 1 月，通州公安接到群众举报，发现王
翼等人非法狩猎，随即立案。一张针对这一非法
狩猎团伙的法网由此张开。
2019 年 2 月的一天清晨，王翼与往常一样开
着面包车与王迩一起出去“做生意”。当兄弟二人
来到金沙镇附近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公安
人员从兄弟俩的住处扣押黄鼬皮 976 张、死黄鼬
111 只、刺猬皮 3696 张、水老鼠皮 658 张、猎夹
240 只。随后，刘仟、袁方、王达等 19 名被告人相
继落网。
经鉴定，各被告人捕猎的黄鼬、刺猬，均属于
《野生动物保护法》明令禁捕的“国家保护的有重
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俗称
“三有动物”
）。经南通林业部门认定，各被告人使
用的猎夹属于非人为直接操作并危害人畜安全的
狩猎装置，系禁止使用的狩猎工具；自制铁钩掏
窝、夜间照明行猎均属于禁止使用的猎捕方法。
如皋法院经审理认为，王翼、王迩事前与其他
被告人通谋，提供犯罪工具并保证收购，事后实际
收购野生动物；其余 19 名被告人违反狩猎法规，
分别使用禁用工具或方法非法狩猎野生动物 20
只以上，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均构成非
法狩猎罪。综合各被告人自首、坦白、是否退出违
法所得等情节，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本报通讯员薛专 翟季姝
本报记者王玮丽

非法占用安置房建设地块，必须搬！
法院强制腾房保障千余户居民权益
晚报讯 位于通州区先锋街道的一处破旧厂
房被非法占有多年，
导致土地不能腾空，
政府安置
房迟迟无法建设。昨天上午，南通中院执行局组
织专项行动，对这处厂房进行了强制腾空。在推
土机的隆隆声中，几座破旧的厂房被夷为平地。
这处旧厂房原属于当地一家名为
“骆驼纺织”
的企业。2013 年起，企业法定代表人陆续欠下上
亿元外债，随后跟债权人和法院玩儿起了“躲猫
猫”
，至今下落不明。
南通中院将该企业及其法人代表涉及 29 个
执行案件提级执行后发现，骆驼纺织的厂房被一
对夫妻占用开厂。当执行人员上门依法要求其搬
离时，对方却一直不肯搬走。案件久拖不决，不但
29 个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实现，也影响了 1000
多户居民的后续安置。原来，厂房所在的地块早
在 2011 年就被政府征收，准备用于建设安置房。
厂房被占用，
拆迁无法完成，安置房就没法动工。
今年 8 月开始，南通中院执行局副局长张志

刚带领执行人员数次上门沟通协调，向非法占有
人以案释法，详细说明继续占用可能的后果。面
对执行人员，这对夫妻起初情绪激动，还拿出一张
借条，称前老板欠钱不还，才拿厂房抵债，自己并
不是非法占用。对此，执行人员耐心释法，告诉他
们即使有借条，还需要法院的判决书，并且进入执
行程序，利益才能得到保护。最终，非法占有人意
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并承诺在 12 月 15 日
前自行搬走。执行人员在约定期限到场时发现还
有一些机器和布匹没搬走。本着文明执法的理
念，
法院又宽限了几天。
昨天，在执行干警协助下，非法占有人的剩余
物品仅用 1 小时就全部搬离场地，推土机随即
进场开工。张志刚介绍，该地块腾空后，法院将
向政府交付场地，待政府补偿金到账，将根据债
权进行分配，而安置房建设也能顺利开工，广大
拆迁户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有力保障。
记者王玮丽

黄牌车排放超标，
检测报告却合格

生态环境执法部门突查车检机构
晚报讯 短短一周，270 辆黄牌车
因尾气超标幅度较大被路上的遥测站点
“盯上”，蹊跷的是，其中竟有 41 辆尾气
检测合格报告出自同一家检测机构。这
一反常现象立即引起了我市生态环境执
法部门的注意。18 日下午，市生态环境
执法局通过精准溯源，前往该检测机构
进行突击检查。目前，该机构的一条相
关检测线因设备问题已暂停业务，待整
改完成后再恢复使用。
近年来，
随着城市汽车保有量激增，
机动车尾气排放是否达标，成为打赢蓝
天保卫战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柴油车、
大中型客货运输车辆等尾气排放量高的
黄牌车，
必须检测合格后才能上路。为了
实时检测超标排放车辆，
市生态环境局于
2019年底在全市范围内建设完成了11个
汽车尾气固定遥测点，
能在 2 秒内遥测出
汽车尾气是否超标，所有数据与省监控
平台实时联网。严管之下，为什么还会
检测到这么多漏网之鱼？市生态环境执
法局对近期部分超标幅度较大（超限值
20%以上）的黄牌车开展精准溯源。
通过大数据分析，
执法人员发现，以
12 月 3 日至 9 日间为例，全市 11 个遥测
站点检测到的黄牌车超标总数 2007 辆，
其中超标 20%以上黄牌车总数为 270
辆，占比 13.45%，苏 F 牌照车辆数为 153
辆，占比 56.7%。在省机动车监管平台
查到在南通检验机构检验的有 134 辆，

涉及 23 个检验机构。对在通检测的 134
辆超标 20%黄牌车进行检验机构溯源，
发现如东县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有限公
司超标数最多，为 41 辆，
占比 30.6%。
当天，执法人员邀请行业专家一同
前往如东县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有限公
司突击检查，对该机构出具的车辆检测
报告、过程报告、检测设备等进行全面检
查。通过数据研判，参与现场检查的常
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中心主任
陈谦发现，车辆尾气检测线探头存在漏
气现象。陈谦解释，存在瑕疵的设备检
测出的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数值会偏小，
排放不合格的黄牌车，就能拿到合格的
检测报告。此外，该机构还存在监控设
备损坏、监控视频缺失等问题。
“在检测机构整改完成之前，不允许
继续开展相应业务。”发现问题后，市生
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科技科负责人朱
林当场要求机构暂停使用相关检测线。
朱林说，最近一段时间，生态环境部门通
过分析遥测系统数据，追溯到全市 23 家
相关机动车尾气检测机构。当前，正值
秋冬季大气管控关键期，我市将持续加
大对违法违规环检机构的打击力度。一
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严厉查处，如出
具虚假尾气检测合格报告，将处以 10 万
元至 50 万元不等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将抄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取消检测资
格。
记者彭军君

防电子监控抓拍，
用手套遮挡号牌！

司机耍小聪明一次被扣 12 分
晚报讯 故意遮挡号牌，不仅扰乱
了交通安全秩序，而且增加了交通安全
隐患。个别驾驶员耍小聪明，想出各种
遮挡机动车号牌的
“妙招”
。可挡住了号
牌，
警察真的就
“抓”
不到你了？
近期，启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接连
接到群众举报，
在沿江公路路段，经常有
车辆在早晚时段将号牌遮住行驶，存在
极大的事故隐患。
接到举报后，民警对相关路段加强
巡逻管控，
同时通过科技手段，运用抓拍
与视频监控进行了分析研判，发现 12 月
12 日早上 5 时 30 分左右，一辆轻型栏板
货车用手套遮住前后号牌在沿江公路上

行驶，后进一步调取路面监控后发现该
车号牌为苏 FDU7**，确定驾驶员为王
某某，随后通知驾驶员到交警部门做进
一步调查。
12 月 17 日，驾驶员王某某到交警部
门进行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
不讳，陈述为了逃避电子监控抓拍使用
手套遮住了号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二款，
《江
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
（十九）项的规定，
对王某某处以罚款 200
元的处罚，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
驾驶证记12 分。 记者黄海

我为婆婆献策除顽疾
1997 年，我大学毕业后进入南
通中药厂工作，2002 年南通中药厂
与南通制药厂合并重组，继而组建
了精华制药集团，我经历了精华高
速发展的进程，也听闻了我们生产
的各类产品在全国各地治病救人
的一个个神奇故事。其中，发生在
我家的一段经历特别令人难忘。
我婆婆是市电容器厂退休职
工，因家族遗传史她也患上了静脉
曲张，她告诉过我，她爷爷年老以
后，腿膝盖以下渐渐开始溃烂，她
的一个弟弟静脉曲张也非常厉害，
经常性喷血。
2016 年年初，婆婆的静脉曲张
复 发 了 ，左 腿 脚 裸 处 经 常 奇 痒 无
比，接着就开始破皮溃疡。婆婆四
处求医，先后去了南通各大医院、

特色门诊，甚至是大街小巷的一些
江湖郎中，只要一听说哪有可以治
疗的，她都不顾一切地一瘸一拐的
奔过去：有家医院要她开刀割肉，
她连连拒绝；一家医院给她开了去
腐生新膏，两个星期后，腐肉是去
掉了，但是新肉没有长出来，而且
疼痛加剧；还有家医院给她挂了三
天 的 水 ，没 啥 效 果 又 给 打 发 回 来
了。一年多时间她跑了很多次，钱
也 花 了 好 几 千 ，一 次 次 满 怀 希 望
去，又一次次失望归，到后来连鞋
子都不能穿，更不用说是走路了，
常常是睡到半夜被疼醒，吃了止痛
片才能入睡，一年多的时间因熬痛
也瘦掉了十几斤，生活也因此受到
严重影响。她常常懊恼：
“ 兄弟姐
妺这么多，怎么就遗传给我了呢。”

婆婆心里急，我们做儿女的心
里更痛，这病如何能治好呢？
那年初冬，我们公司销售部的
同事告诉我，他们正在湖南基层推
广季德胜蛇药片治疗免疫类、内分
泌类问题导致的皮肤疾病，并已取
得有明显效果，治愈了多起丹毒和
静脉炎，还有一例在益阳乡村孤老
患干性坏疽案例也是季德胜蛇药
内服外用治好的，新华社新华网和
相关媒体还发了报道。
我向婆婆推荐季德胜蛇药片，
她有些怀疑：
“我又不是被蛇咬，而
且多家大医院都没办法治疗，这能
有用嘛？”我耐心对她说：
“ 季德胜
蛇药不仅针对蛇伤，对疱疹和相关
皮肤病都有特效，连丹毒和坏疽都
给治好了，你这个静脉曲张是小问

题，不妨试试看，何况这是纯中药，
又没有副作用，怕什么呢？”
婆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按照
内服外敷，加服金荞麦片的办法，
从 2017 年 1 月 10 日 开 始 治 疗 。
神了，10 天后她的疼痛开始缓解，
疮面也有结痂的现象！看着婆婆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又找到
我们研究院的专家咨询下一步的
治疗方法，专家让她减半服药，外
敷仍然继续，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婆婆腿上腐烂的地方陆续结了痂，
疮面内外的疼痛消失。特别让老
人高兴的是，困扰多时的红肿也逐
渐消退了，半年内大片的疮疤脱落
后就剩下几个米粒大的顽固疮疤，
一年多来的痛苦就这样消除了。
病患消除后，婆婆逢人便夸我

能干，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但还
是认真地告诉她，这都是我们精华
集团研究所的专家制订的治疗方
案好，要夸就夸南通这款全国独一
无二的国家非遗名药季德胜蛇药
片功能好，在全世界不知治好多少
人的毛病呢！
赵丽
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有
奖征文。来稿请同时发送至以
下 两 个 邮 箱 ：1733623883@qq.com
（报 社 邮 箱）；wgx@jhoa.net（精 华
制药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