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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10 多名工人
挤乘一辆面包车。因为超
员，其中一名工人坐上车内
一只涂料桶，不料臀部竟
被腐蚀烧伤，花去 10多万
元医疗费。近日，启东警
方依法对面包车司机作出
处罚，此事还牵出一起非
法经营危险物质案。

今年 6 月 11 日 5 时左
右，启东寅阳派出所接到报
警。报警人称，陈某于6月
10日晚 5时左右从启东市
汇龙镇吾悦广场附近的绿化
工地下班后乘坐江某驾驶的
面包车回家，在明知车内人
员已超过核定装载人数的情
况下，江某还安排陈某坐在
面包车内一个白色油漆桶
上。途中，陈某感觉屁股有
烧灼感，回到家中发现屁股
上的皮肤有些许腐烂，后被
家人送往医院。

寅阳派出所接警后立即
调查取证。经查，因绿化工
程需要，家住寅阳镇的黄某
安排江某每天为他接送往来
于工地和居住地之间的十几
个务工人员。6月 10日傍
晚，江某驾驶的小型面包车
在启东市汇龙镇悦胡四季小
区门口搭载务工人员回和合
镇。该车核载7人，实载12
人，超员5人，同时车内还放
了一个外包装上无危险化学
品警示标志的涂料桶。因座
位严重不足，工人陈某挤坐
于涂料桶上。

经询问，陈某坐的白色
油漆桶内存放的是“不锈
钢快速酸洗钝化膏 FH-
2”，因有少量膏体外泄，致

使陈某臀部受到沾染，被腐
蚀受伤。医生诊断，陈某为
臀部氢氟酸累及体表10%
以下烧伤，先后接受清创、
植皮手术，目前已花去医药
费近15万元。

致伤的化学品从何而
来？警方调查发现，张某在
汇龙镇河南路上经营一家各
类胶黏剂的门市，未获得危
险化学品的经营许可。和合
镇工业园区一家润滑液压设
备制造公司，因生产需要在
张某的经营部采购无锡一家
工厂生产的“不锈钢快速酸
洗纯化膏”。6 月 10 日 16
时许，应采购方要求，张某
将一桶 10公斤装的“不锈
钢快速酸洗钝化膏FH-2”
放置于采购方委托运输的
由江某驾驶的面包车运回
润滑液压设备制造公司。经
上海化工院检测有限公司鉴
定，该“不锈钢快速酸洗钝化
膏FH-2”具有腐蚀性、有毒
性等属性，属于危险化学品，
该产品外包装上无危险化学
品的警示标志。

本月，启东市公安局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对江某驾驶超员
车辆、人货混装的违法行为
进行了处罚。此前，警方对
张某非法经营危险物质的行
为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
罚。润滑液压设备制造公司
经营者及无锡一化工厂涉嫌
违反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
的线索，移交应急管理部门
调查处理。

记者张亮
通讯员吴新泉 沈金凯

晚报讯 昨天上午，一起
制造销售假冒“飞天茅台”案在
通州湾示范区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该案由通州湾示范区法院
院长张骥独任审判，通州湾示
范区检察院检察长曹卫星作为
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这是两
院自今年7月16日正式揭牌
以来，起诉并开庭审理的第一
起刑事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
某为牟取非法利益，从网上购
买假冒的空瓶、酒盒、包装箱等
材料，在贵州仁怀市当地购买
低价白酒进行罐装，制作并销
售假冒的“飞天牌”贵州茅台酒
近60箱，已销售金额为91300
元、未销售金额为10588元。

庭审中，法官、公诉人、辩
护人轮流讯问了被告人，公诉
人就定罪证据、量刑证据等通

过PPT示证方式进行了举证，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公诉人的
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在发表
公诉意见时，公诉人还着重进行
了法庭教育和警示教育，对李某
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进行深入
剖析，并提醒消费者自觉抵制

“山寨”货，及时举报维权。被
告人李某表示认罪悔罪，承诺
不再从事制假、售假。

庭审结束后，法院根据审
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当庭判
决被告人李某犯假冒注册商
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六万五千元，禁止在缓刑考
验期内从事酒类产品的经营
活动。

当天，两院还邀请了人民
监督员、人民陪审员等旁听案
件，“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下的

通州湾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关
键时期，通州湾法检两院的成
立恰逢其时，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法检两长
带头办案，同庭履职，宽严相
济，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
作用。”人民监督员丁连冲如
是说。

该案的审理是通州湾示范
区法检两院坚决贯彻最严格保
护知识产权的司法理念、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典型。今
后，两院将通过对一些社会知
名度高、市场影响力大、贴近民
众生活的驰名商标案件进行严
格的刑事司法保护，提高国人
对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
权法律保护的认知度，全力构
建知识产权“立体”保护体系。

通讯员杨赛南 黄国安
记者何家玉 王玮丽

制售假冒“飞天茅台”案当庭宣判

通州湾敲响刑事审判第一槌

危化品涂料桶当座位
男子臀部被腐蚀烧伤
医疗费已花去近15万元

晚报讯 “检察官阿姨，我
参加了全国青少年学法用法网
上知识竞赛的线上答题，已经
完成了第一季的挑战，懂得了
很多的法律知识，其实，法律还
是挺有意思的。”昨天，小王在
启东市检察院“阳光新程”小组
群里发出了一张自己的参赛证
明，看到短短一个月这个孩子
身上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该院未检部门负责人彭菊萍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

2019年 11月，还在上中
学的小王因为一些琐事与同学
发生矛盾，一时冲动，纠集了十
几个人，带着工具与对方人员
在该市一小区的地下车库内斗
殴，小王头部也因此受了伤。
随后，公安机关以小王涉嫌聚
众斗殴罪移送启东市检察院审
查起诉。

启东市检察院经审查后认
为，小王纠集他人持械聚众斗
殴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已构
成犯罪。但是案发时小王未满

18周岁，系在校生，案发后能
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其没有
其他违法违纪行为，本次触犯
法律主要是因为一时冲动、法
律意识淡薄。最终，启东市检
察院对小王作出附条件不起诉
决定，考察期为6个月。

今年8月 6日，启东市检
察院对小王宣布了附条件不起
诉决定，检察官、公安民警、法
律援助律师以及两名帮教志愿
者，在宣告仪式上组成了“阳光
新程”帮教小组，正式对小王展
开帮教工作。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帮教
小组定期了解孩子的状况，并
从思想引导、法制教育、心理
健康等多个方面开展帮教活
动。小王逐渐变得开朗阳光，
不仅在疫情期间报名当社区
志愿者，还主动去学习法律法
规，并积极参与了共青团中央
组织的法律知识竞赛。“这只是
第一季的挑战，我还会继续参
加的。”面对大家的点赞，小王

兴奋地说。
据悉，“阳光新程”是启东

市检察院在2018年推出的一
项矫正帮教重点项目，通过
对罪错未成年人形成“矫正
帮教记录单”，建立“晴雨表”
帮教台账等方式用心去挽救
每一位罪错未成年人，让他们
真正回归社会，实现未成年人
犯罪零再犯率。截至目前，这
一项目已开展12期，成功帮
助24名未成年人走正路、迈
新步。

“这个帮教小组里，还有小
王案件中另外两名参与斗殴的
孩子，我们同样做了附条件不
起诉决定，小王的变化也给
了他们不小的触动。”彭菊萍
表示，他们将进一步整合社
会帮教资源，定期召集多名
罪错未成年人集中开展帮
教，让他们在互相观察、互帮
互助中慢慢改变，切实提升
帮教质效。
通讯员杨海柳 记者何家玉

让叛逆小子变身学法达人

“阳光新程”帮教罪错未成年人迈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