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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新闻/热线

撒下“绝命网” 偷捕“软黄金”
通州湾一禁渔期非法捕捞鳗鱼苗团伙被
“
一网打尽”
野生鳗鱼苗，身体细小，似绣花针般大小，价格一直居高，素有
“海中软黄金”之称。
在沿海进入全面休渔之际，一伙不法分子悄然驾驶8艘船只潜入我市通州湾海域，使用
多张“绝户网”大肆捕捞野生鳗鱼苗（本报4日热线版曾作报道）。
6月4日，通州湾示范区公安分局发布消息，除了8名非法捕捞人员被抓获外，2名收
赃人员同时到案，这一非法捕捞团伙被“
一网打尽”。警方初步查明，该团伙非法渔捞鳗
鱼苗1600余尾，案值超过2万元。
一漏网。
就在警方收网当天上午， 该伙
不法分子刚刚完成偷捕， 连同之前
偷捕的少量存货， 团伙转乘小船来
到海堤边， 以每尾18元的价格进行
销赃给当地女子朱某和如东男子樊
某， 后者准备再将这些野生鳗鱼苗
卖给养殖户。
目前， 被查获的鳗鱼苗已放归
大海。邱某等8人因涉嫌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被取保候审， 朱某也因涉嫌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取保候审，
收赃数量相对较少的樊某将面临行
政处罚。

人赃俱获，非法捕捞“
一锅端”
今年5月1日， 为期四个半月的
2018年海洋伏季休渔正式开始。 在
这休养生息之季， 有些人却蠢蠢欲
动。
5月下旬，通州湾示范区公安分
局与海渔部门掌握一条线索： 在通
州湾示范区遥望港大桥附近海域，
有一伙不法分子非法捕捞野生鳗鱼
苗。执法人员立即展开行动，经过前
期缜密调查摸底， 很快掌握了不法
分子的活动规律。
5月31日清晨7点半， 一张严密
的抓捕大网悄然撒开。 通州湾示范
区公安分局抽调精兵强将与海渔部
门执法人员共20余人在辖区遥望港
大桥海堤附近伏击守候。经过5个多
小时的耐心等待， 非法捕捞鳗鱼苗
的不法分子进入执法人员视线，只
见他们驾驶小船， 带着鳗鱼苗来到
海堤开始交易。 下午1点，抓捕时间
成熟！执法人员果断出击，一举抓获
8名非法捕捞人员和两名收赃不法
分子， 现场缴获非法捕捞的鳗鱼苗
1600余尾。
一个捕捞、 收购一条龙的非法
捕捞团伙被“
一网打尽”。

非法捕捞，持续严打不停息
查获的鳗鱼苗
海域， 采用法律明文禁止使用的网
具， 在遥望港大桥附近海域非法捕
捞野生鳗鱼苗。
今年54岁的邱某正是8名非法
捕捞人员之一。一两周前，他驾驶船
只来到南通，随后开始了偷捕勾当。
经鉴定， 邱某偷捕船只使用的网目
尺寸仅有1.92毫米， 远远小于国家
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35毫米。
“他们一般早晨8点左右开始
撒网捕捞， 大约2小时后收网，
使用的网具如纱布般细密， 堪称
‘绝命网’。”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8艘参与非法捕捞的船只， 每艘
船配有2张网， 一网下去几乎无

绝命网具，网孔细密似纱布
经查，8名非法捕捞人员， 均来
自连云港灌南县， 年龄最大的50多
岁，年龄最小的28岁。进入海洋伏季
休渔后， 他们驾驶船只来到通州湾

福彩直通车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中华慈善博物馆观后感有奖征文活动开始啦！
中华慈善博物馆是我国首座国家级慈善专题博物馆，位于南通国棉二
厂旧址 （虹桥路 9 号， 文峰城市广场西 200 米），2016 年 9 月 1 日正式开
馆。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即日起至 8 月 20 日面向全市中小
学生开展中华慈善博物馆观后感有奖征文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本次征文活动文章体裁不限，内容围绕参观中华慈善博物馆的感悟展
开；字数原则上要求小学生不少于 600 字，中学生不少于 800 字；文章最后
需注明作者姓名、班级、学校、联系电话；应征作品需保证为作者原创，如有
抄袭、侵权等行为，相关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负。 应征作品完成后，以电子文
档的形式发送至中华慈善博物馆电子邮箱：zhcsbwg@163.com。
征文评选将先通过网络方式进行投票预评， 评选出较为优秀的作品，
再参考网络预评意见，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终评，在中学组和小学组中各评
选出一等奖 2 名、 二等奖 4 名、 三等奖 6 名， 分别给予 500 元、300 元和
200 元的奖励，并向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部分优秀文章将报送《江海晚报》
刊登。 评选结果将通过中华慈善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公布，请参与人员及时
关注中华慈善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福彩双色球

吉缘中介

废酸擅自排放，铅超标153倍！

2 元可中 1000 万

孩儿巷南路 ６２－副 ２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万濠华府 12/18 3/2 170m2 濠华装潢 从未入住 带两个车位 478 万净
中高公寓 5/16 4/2 164m2 濠装 南车库 20m2
268 万
将军楼 6/6 楼中楼 90/132m2 车库 6.5m2 精装
146 万
万科濠河传奇 2/18 3/1 118m2 十 12m2 阳光好 南北通透 启秀学区 226 万
万象北园 7/7 2.5/1 71.6m2 设施全 毛坯
49.8 万
虹桥新村 5/5 1.5/1 55m2 全新装潢 有钥匙
45.5 万
博园岚郡别墅 3 一 5/5 200m2 豪装 拎包入住
538 万
紫阳新城 5/11 2/2 91m2 精装
115 万

警方介绍， 禁渔期非法捕捞情
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条
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
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
金。
警方表示， 为保护渔业资源和
生态环境， 将联合相关部门持续严
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同时郑重提
醒广大渔民， 自觉保护水域生态和
水产资源，切莫贪图一时之利，以身
试法。 执法部门欢迎广大群众参与
监督， 若发现禁渔期撒网捕鱼甚至
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 请及时向海
洋渔业或公安部门提供线索。
本报记者张亮

体彩开奖
6月10日21：38
七位数第18088期
3、1、8、7、1、6、5
排列5第18154期
0、3、1、1、5

福彩开奖
6月10日21：18
双色球第2018066期
红球：9、16、17、19、22、26
蓝球：10
乐透型15选5第2018154期
8、10、11、12、15
3D第2018154期
6、6、9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久和中介 85113759
15996677075 银河中介

北岸华庭 4/ 电 143m2 3-2 厅 精装 满五唯一
160 万净
学田苑 3/6 131m2 3-2 厅 新精装 拎包入住
178 万净
丁香花园 18/18 3-2 厅 142m2 新毛坯启秀房
298 万
光明东村 2/ 车 3-2 厅 120m2 精装 北车库 13m2 启秀房 168 万净
青年路新村 3/4 3-1 厅 74m2 毛坯 合用车库启秀房 100 万净
尚海湾 6/29 3-2-2 卫 135m2 时尚装修 位置好
299 万
华中园 1/ 车 3-2 厅 124m2 精装 10m2 车库
158.8 万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 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东郊庄园双拼别墅 1-3 层 311m2 纯毛坯有院子
388 万
都市华城 7/电 4 室 2 厅 2 卫 152m2 精装车库 14m2 254 万
中南七星花园 6/电 2 室 2 厅 106m2 精装学区房
275 万
395 万
润友大厦 8/电 4 室 2 厅 2 卫 180m2 毛坯有车库
2
2
未来锦城 12/18 层 3 室 2 厅品牌精装 117m 车库 17m 188 万
启秀花园有电梯 166.7m2 精装景观房学区房
410 万
文峰花园 3/6 层 3 室南 123.4m2 精装车库 15m2
298 万
学田北苑 2/6 层 3 室 2 厅 2 卫 129m2 精装车库 9m2 188 万

南通首例环境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污染责任人被判刑，用人企业支付赔偿金
晚报讯“
南通市某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赔偿因污染环境产生的
费用合计人民币51314元……”近
日， 如皋市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
起诉人与被告南通市某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达成的刑事附带民事调
解书正式生效。
这起环境污染案的主人公陆
某是南通市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车间主任、环保负责人。 2017年3
月22日， 陆某在明知该公司生产
中产生的废酸不能随意处置的情
况下， 仍擅自将溢出的废酸冲入
该公司东侧雨水沟， 致使废酸通
过雨水沟排放至通启运河内，造
成雨水沟南侧、 北侧废水中铅指
标测定值分别超过 《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GB8978-1996） 相应指
标排放限制153.00倍、87.4倍。
如皋市检察院认为， 作为环
保负责人，陆某违规处理废酸，致
使通启运河河水以及该公司内部
分土壤受到污染， 严重损害了社
会公共利益， 应当受到法律的惩

被父亲责骂，女孩竟负气出走
栖身废弃拆迁房一昼夜后被好心人发现
晚报讯 在如东县掘港镇一
学校就读的初二女生小张， 因不
能忍受父亲责骂，离家出走，独自
在外度过一天一夜， 幸被一位热
心人发现并及时通知其家人，小
张被父母安全接回。 6月10日下
午，记者采访小张母亲许女士时，
后怕不已的她表示：“
孩子正处于
青春叛逆期，逆反心理很强。今后
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注意教育方
式， 遇事多和女儿平心静气地沟
通。 不能再出这样的事了。 ”
据了解，8日晚， 有家住如东
县的几位知情人向本报新闻热线
反映：当日傍晚6时许，在如东县
掘港镇南门农贸市场附近， 有一
名初中女生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知情人同时透露了该女生的个人
信息和体貌特征： 姓张， 今年15
岁， 身高不足1.5米， 留短发、圆
脸、皮肤白，走失时上身穿黑色衣
服，肩上背着一只黑色书包。

天安中介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南方公寓 8/15 三室阳光厅二卫 148m2 豪装 汽车位 1 个
280 万
国贸大厦 19/ 三室一厅 146m2 办公精装
208 万
辛园路新村 6/6 楼中楼 69m2+ 楼上大概 60m2 车库 8m2 中装 大平台
125 万
五洲国际店面 1.4 店面 4 楼一层 3200m2 1 楼店面 136m2
2500 万
华辰大厦 8/电 门对门两套 147m2 办公装修 (对门205m2) 靠工农路 可以分开卖 8500/m2
学田店面 1/5 朝北店面 82m2 6.5 万 / 年 7.2 米宽 4 米高
168 万
中南世纪城 19/25 办公楼一层 997m2 可分割卖 办公装修 景观房 地铁口 10000/m2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 15 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鹏展中介 王府大厦对面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862750368
13921619305

金水湾连体别墅 370m2 (包括地下室，汽车库)，毛坯，满 5 不唯一
480 万净
濠河名邸 10/18 楼 建 164m2 精装 景观很好
385 万
金鼎湾 X/ 电梯，建 154m2 豪装 中央空调 阳光好
366 万
友谊公寓 11/15 楼 建 159m2 精装很好 300 万元 另有车位另加价 启秀学区房
天龙逸园 12/18 楼 建 113m2 十 12m2 车库 户型好 三附 三中学区房 226.8 万
200 万净
星光域 21/ 电梯 建 123m2
林荫水岸 12/ 电梯 建 139m2 十 28m2 车库
132 万

2
尚德城邦 1/ 车 4/2/2 136m2+12m（车库）+
车位、品牌精装、拎包入住 195 万
启秀花苑（双学区房） X/ 电 4/2/2 166.6m2 精装潢
418 万
二附学区房 纯底楼 2/1 60.5m2+ 院子 装潢
188 万
富贵北园（二附学区房） 4/6 3/2 125m2 装潢
280 万
139.8 万
白龙花苑 2/ 车 3/2/2 142m2+26m2(朝南车库)新坯房位置佳
惠泽苑 7/ 电 2/1 80m2 新坯房，位置好，阳光好
89.8 万
2
福民景苑 9/ 电 2/1 92.6m2+16m（地下车库）新坯房、双阳台、南北通透
86 万
85.8 万
北濠新村 4/6 2/1 86.5m2 简装

盛唐公寓 7/11 3-1 122m2 车13m2 装修
南川园 3/6 3-1 115m2 装修
南川园 6/6 2-1 73m2 装修
光明东村 3-4/ 车 复式楼 153m2 汽车库26m2 装修启秀学区
光明东村 2/ 车 3- 阳-2 143m2 车8m2 装修 启秀学区
城南新村 5/6 2-1 68.2m2 精装
裕丰广场 X/ 电 3-1 123m2 毛坯 景观房

137万
142万
73万
215万
180万
66.8万
250万

罚。 与此同时， 该公司作为用人单
位， 应当对陆某在工作中非法排放
污染物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因此，如皋市检察院于2017年11
月24日依法对南通市某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18年1月29日， 该案的刑事部分在
如皋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
判， 陆某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5万元。 4月20日，该案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部分开庭审理， 最终以被告
南通市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支付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5万余元调解结案。
据悉，今年4月，经省检察院批
准， 如皋市检察院对内设机构进行
新一轮改革试点， 专门设立生态环
境检察部，实行刑事、民事、行政三
大诉讼合一的专业办案模式， 以国
家公诉人和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
负责南通市域内环境资源类刑事案
件的审查起诉和公益诉讼工作，同
时履行相应法律监督职能。
记者张亮 通讯员凌雯

森大蒂 3/6 87m2 7m2 车库 2-2 城中三中空学位
名都 10+11/ 电 复式楼中楼 279m2 精装二附启秀双学区
王府大厦 25/30 124m2 2-2 二附、城中、三中
王府大厦 30/ 电 168m2 3-2-2 精装三学区濠河景观房
凤凰汇 高层 / 电 146m2 精装修 3-2-2 双学区
北街新村 4/5 60m2 两室一厅 三中学位房 位置好
富贵北园 4/6 124m2 三室朝南 L 厅 空学位
段家坝花苑 3/6 135m2 三室 L 厅 10m2 车库 有外墙砖

226 万
600 万
286 万
368 万
450 万
90 万
282 万
178 万

10日下午， 记者从许女士处了
解到事情经过： 她和今年51岁的丈
夫张先生都是江苏兴化人，
“
事情的
起因是，8日下午放学后女儿在家做
作业不用心，我丈夫看到后，就开口
责骂了女儿。女儿一时气不过，背起
书包拔脚就冲出了家门。 发现女儿
离家出走后， 我和丈夫立即出门寻
找。 然而，直到天黑夜深，却一直没
能找到。 ”许女士说，看到女儿负气
出走， 她和丈夫怕女儿有个三长两
短，心里万分懊恼和后悔。
幸运的是，一位居民在9日傍晚
经过城郊一处废弃拆迁房时， 无意
中看到从拆迁房里走出的小张。 原
来，冲动出门后，身无分文的女生小
张又累又饿，无钱找旅社住宿，于是
又在漫无目的转悠中进入一间废弃
的拆迁房内度过了一个昼夜。 在身
上携带的几粒冰糖吃光后， 最终在
饿得不行的情况下走出拆迁房。
记者周朝晖（报料人酬金30元）

（东方菜场南大门 16 号）
18751300199
东宝房产 房产交易所东
第九园联排别墅 328m2 坯 低价仅限本月
385.8 万各付
444.8 万各付
第九园联排别墅边套 376m2 毛坯
南通别业联排别墅 270m2 有地下室，两个车库 坯 399 万各付
南通别业，联排别墅边户 285m2 毛坯大花园
455 万各付
优价别墅另有万科白鹭郡，九里香堤，顺发御园 等多处
丽景花园 158m2 车库 27m2 精装
365 万电梯房中层
望江楼 5/7 78m2 精装 拎包入住 二附 城中 三中 20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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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