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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气腾腾的水直接排进河流？
这属于热污染，宁波鄞州检方为此发送了检察建议
通讯员 胡婷婷 张雪倩
本报记者 唐佳璐
本报讯 热废水直接排放河道，排放
口蒸汽升腾——无序排放热废水的现象
并不少见，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其实是违
法的。近日，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就针
对辖区内热污染违法现象，向相关部门
发送了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进行
专项整治。
今年 3 月初，经群众举报，鄞州区检
察院干警发现，鄞州区内多处热力管道直

本报讯“和解协议书已签字确认，马
上给你们寄过去。”
“ 太感谢了，这个案子
终于能结了！”近日，玉环市法院和安徽东
至县法院进行了一场执行“接力”，一起
12 年前的老案就此落下帷幕。
江某是安徽东至人。2005 年 5 月，
20 岁的他到玉环某摩托配件厂从事磨床
工作。两个多月后，江某在工作中不慎被
电击伤，导致脑损伤智力障碍中度偏重，
经鉴定为四级伤残。治疗过程中，该厂业
主李某仅支付了部分治疗费用。
2007 年，江某将李某诉至玉环市法

法行为。
随后，鄞州区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发送
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对该违法
行为依法进行履职，对辖区内热废水污染
多发现象进行专项整治。目前相关整治
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近年来，鄞州区检察院在检察公益诉
讼办案中注重水资源保护，以法之名守护
群众的“生命之源”。自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以来，已办理水源地
保护、排污许可证规范化管理、建筑工地
违法排污等涉及水资源保护案件 10 件。

帮果农卖果品
为帮助辖区果农解决疫情期间农产品滞销问题，近日，天
台县公安局平桥派出所民警来到现代农业产业区，在平安防
范宣传小视频中加入农产品展示环节，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宣
传，
为果品的销售添力。
通讯员 许尚高 王非凡

院。经判决，李某需支付江某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工资、医疗费等 6.64万元，
并自定
残之日起按月支付江某伤残津贴至2045年。
2008 年，因被告李某未履行生效判
决，江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当时申请
标的额为 8.99 万元。因李某去向不明且
无可供执行财产，法官只能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
2019 年底，江某的父亲作为其法定
代理人找到法院，称被执行人李某一直未
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多年来只支付了
几万元，
“ 孩子没法工作，我的年纪又大
了，家里实在困难。”随即，执行干警通过
各种渠道查找李某下落，几经周折，最终

找到了李某。因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法
院决定对李某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在拘
留所的李某与江某的父亲经过电话协商，
口头约定由李某一次性支付江某33万元。
本来案件到此就可结束，但李某提
出，
“ 万一我交了钱，他们后悔了怎么办？
一定要让他们先签了和解协议书，我才能
付钱。”鉴于当前疫情形势，执行干警赶紧
联系上东至县法院，希望他们能够帮忙送
达和解协议书。
最终，东至县法院找到了江某父子，
并将签好字的文书寄回了玉环。通过两
地法院的“接力”，江某的父亲收到了 33
万元执行款。

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她一年写了 100 多封信
嘉兴检察
“云办案”
两周划上圆满句号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沈晨

本报讯“尘埃落定，真心谢谢！”25
日，收到当事人王燕（化名）通过浙政钉发
来的信息后，办案检察官松了一口气。通
过创新采用“全程无接触，一次不用跑”的
“云办案”模式，这桩困扰了当事人一年多
的纠纷，
短短两周内就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因不服法院生效判决，2019 年以来，
王燕先后向各级相关部门发出信访件
100 多件。后来，王燕向检察机关申请民
事监督，嘉兴市检察院依法受理此案。
审理该案时，恰逢疫情防控关键期，
如何降低疫情对正常办案的影响，快速开
展调查取证呢？承办检察官想到了日常
使用的浙政钉。在向住建部门调取房产
登记记录时，通过浙政钉发送调查函并接
收证据，整个调查取证过程仅十分钟便全
部完成。之后，申请调取卷宗、询问当事
人、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等环节，检察官
也都通过浙政钉视频等方式顺利进行。

WEEKLY周刊

卡里多了 1 万元
男子却吓得不轻
还好求助派出所才没被骗
通讯员 翁海珍 黄思月

接向河道排放热废水。经现场测量排放
热水和河水混合的温度超过 50℃，
远远超
过当时的水体温度，明显不符合环境质量
标准，
已对环境造成了热污染。对此，
干警
通过拍摄照片及视频搜集了相关证据。
据了解，热污染是指现代工业生产和
生活中排放的废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这些热废水直接排入河流，会使水温升
高，将加大水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毒性作
用，降低水中溶解氧的含量，并影响水生
动植物的生命活动，对河流中的生态造成
伤害，属于水污染防治法中严格禁止的违

法院跨省
“接力”
，申请人拿到 33 万执行款
通讯员 吴月媛 刘竹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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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让王燕反复信访？通过
与王燕沟通，检察官发现，王燕的这起离
婚纠纷中，除了财产纠纷，还牵涉到孩子
抚养权问题。而且，王燕更在意的其实是
孩子的抚养问题，对抚养权有着非常强烈
的诉求：原审判决在双方抚养条件相当的
情况下，将抚养权判给正在外地工作的父
亲，而将抚养义务交给母亲，当父亲回来
后再由父亲抚养。这种将抚养权和抚养
义务相分离的做法，王燕觉得不合理。而
且，孩子是王燕一手带大的，母子俩感情
很深。王燕希望自己能够陪孩子长大，更
不希望因为离婚影响到与孩子的感情。
“办案中我们发现，双方当事人对孩
子都十分关爱。如果不解决抚养权问题，
就很难真正化解双方纠纷。”承办检察官
说。但根据相关规定，离婚纠纷中的抚养
权不属于检察监督审查范围。在全案审
查厘清财产纠纷后，结合王燕对抚养权的
强烈诉求，检察官决定将调解作为办理本
案的优先选项，并以抚养权作为化解矛盾

的切入点，多次通过浙政钉、电话等方式
与双方当事人沟通协调，就案件事实证据
进行释法说理，设身处地为当事人分析利
弊得失，最终引导其转变了态度。
经过调解，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纠纷顺
利化解，对孩子的抚养权，双方同意轮流
扶养，王燕享有的抚养权和探视权的内容
更加具体、明确，权利也相应增加，最终达
成和解。
但此时，另一方当事人正在 2000 公
里外被集中隔离，如何让协议立即生效
呢？承办检察官想到了自己曾用过的电
子签名，遂指导双方当事人用电子签章加
浙政钉确认的方式，使和解协议在达成当
日立即生效。
通过运用“云办案”模式，整个办案过
程真正实现了让当事人“一次都不用跑”，
有力确保了防疫办案两不误；同时，也以
最小的社会成本、司法成本，满足了双方
合理诉求，在检察环节化解了这起信访案
件，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本报讯 银行卡里莫名其妙多了
10000 元，未必是一件好事，也有可能是
遇上诈骗了。玉环市民小李最近就遇上
了这样一件事，还好他及时赶到派出所
求助，
才避免了自己的损失。
3 月 22 日晚，小李接到了一个自称
是“淘宝客服”的电话。对方告知小李，
他之前网购的纸尿裤因为质量问题被查
了，现在要对小李进行退款赔偿。
小李之前正好购买了一批纸尿裤，
目前还没有收到，
听
“客服”
这么讲，便信
以为真，添加了对方的 QQ 号。加为好
友后，
对方告诉小李，
退款赔偿需要通过
支付宝操作，因为小李对支付软件不是
很熟悉，对方便通过 QQ 指导小李从借
呗上借了 10000 元，还告诉他，这就是
退款。
“我只买了 400 多元，他却给我汇了
10000 元！”小李被卡上多出的这么多钱
吓得不知所措。此时，
“ 客服”又联系小
李，称财务汇错款，要求小李将这 10000
元退回去。这下，
小李半信半疑了，又不
确定这是否就是经常宣传的电信网络通
讯诈骗，于是赶紧到玉环市公安局大麦
屿派出所求助。
民警告诉他，
他应该是碰到
“网购退
货”诈骗了，
骗子利用小李不熟悉网络借
款的漏洞，骗取钱财。如果小李借呗信
用额度再高些，还有可能被骗走更多的
钱。民警对小李没有贸然转账而是求助
警察的做法点了赞。听了民警的分析，
小李心里有底了，可看着自己糊里糊涂
从借呗借出的 10000 元又犯了难。民
警手把手教他申请提前还款，帮他顺利
还清了借款。
警方提醒：网购出现质量问题要求
退款时，请在官方网站或正规渠道核实
交易信息。若发现疑似诈骗情况，切勿
贸然转账，可拨打 110 咨询。

行政复议
“最多访一次”
通讯员 吴芯羽 陈阳
本报讯 近日，在衢州市柯城区社会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行政复议局受
理窗口，当事人在行政处罚不服的行政
复议通过后，对高效便捷的服务模式由
衷赞叹。
据悉，涉及行政复议方面的纠纷，如
果按照以往的处理流程，信访部门按需
转给相关职能部门调查了解后才能反
馈，处理时间较长，不利于矛盾化解。为
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受理渠道，该区将
行政复议工作置于大治理格局中，由行
政复议局直接入驻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中心，该窗口工作人员具体负责行政
复议申请的接待、受理、转办、送达、办案
等，并配有相应的行政复议听证室、调解
室等场所，以提高行政复议公正公开水
平，加大行政复议调解力度。据统计，自
今年 3 月该区行政复议局入驻中心以
来，已接待群众 23 余人，政策咨询 15 人
次，办理行政复议申请案件 4 起，真正实
现案结事了，进一步将行政争议纠纷化
解在萌芽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