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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 11 月 20 日电
福建泉州湾河口湿地——被列入

“亚洲重要湿地”“中国优先保护
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自去年
以来被非法围垦 700 多亩，围堰
长度达 2 公里多，地貌遭到较大
破坏。

记者了解到，一年多来，当
地群众不断向有关部门举报，7
个相关职能部门执法 10 余次，
出动执法力量近千人次，未能
有效制止非法围垦行为。

据了解，在福建省纪委监委
督办下，泉州、晋江两级纪委监
委严肃查处了这起破坏生态环
境案件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10 名党员干部近期被
问责。

非法围垦一年多，群众不断
举报破坏面积不断扩大

福建晋江陈埭镇洋埭村位于
泉州湾晋江入海口，拥有广袤的
滩涂湿地。记者看到，这里的大
片滩涂被挖掘机翻起，难见平整
湿地。

这片湿地位于泉州湾河口湿
地自然保护区内。河口湿地因其
特殊的地理气候和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资源，成为中国亚热带河口
湿地的典型代表，被列入“亚洲重
要湿地”“中国优先保护生态系
统”等名录。

“这里淡水和海水相接，海
蛏、螃蟹等水产鲜美，村民世代从
事传统养殖、捕捞。”洋埭村村民
林夫圭告诉记者。

从去年 3 月底开始，这里的
宁静与美丽被打破。洋埭村村民
发现，一些大型挖掘机进入滩涂
湿地施工，除草挖沙，很快围起了
长长的堤坝。

多位村民和镇、村干部告诉
记者，当时铲车、挖掘机、运砂
船等昼夜作业，靠近岸边的湿
地被挖土填沙，形成平地，围垦
面积越来越大，修筑的堤坝高
达 2 米。

据记者调查，2016 年 10 月，
陈埭镇洋埭村村委会与4名外地
人违规签订承包协议，将河口湿
地保护区内400亩滩涂进行围堰
开垦，用于水产养殖。但实际上，
后来的围堰面积达到 700 多亩，
长达 2100 多米的水泥堤坝将湿
地和海洋隔断。违法人员在湿地
上建了两个阀门，铺设了水泥路，
搭建了工棚。

围垦严重破坏了湿地地貌和
生态系统，影响了村民的捕捞和
传统养殖。从施工之日起，当地
群众就不断向泉州市林业局、泉
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晋江市政府等举报，相关部
门多次组织执法。但执法之后，
违法人员又迅速恢复施工，且围
垦面积不断扩大。

7部门执法十余次，未能有
效制止非法围垦

记者了解到，国家、省、地市
对于湿地保护有较为完备的法规
及制度，包括国务院出台的《自然
保护区条例》、福建省人大制定的

《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国家林
业局制定的《湿地保护管理规
定》，泉州市还专门设置了泉州湾
河口湿地保护区管理处加强保
护。

“从相关法规和制度规定
看，至少有 7 个部门有权制止、
处罚泉州湾河口湿地非法围垦
行为。只要有一个部门较真、
担当，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不
可能持续一年多，而且破坏范
围不断扩大。”泉州市纪委相关
负责人说。

泉州湾河口湿地保护区管
理处隶属泉州市林业局，负责湿
地 保 护 区 的 日 常 保 护 管 理 工
作。记者采访泉州市林业局和
保护区管理处了解到，自2017年
3 月起，这两个部门多次接到群
众的举报。

“市林业局和保护区管理处
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发函把线
索转给晋江市相关职能部门，加
强巡逻，到现场劝退、拆除临时用
房、暂扣设备电池等。”泉州市林
业局副调研员赖建发说，非法围
垦的范围在湿地，湿地属于海域，
应当由海洋渔业部门管理，“我们
能做的只能是‘止止痒’，没办法

‘开刀切除’。”
晋江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

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去年 3
月就发现了非法围垦行为，执法
人员在现场进行了制止，但非法
围垦所在地是入海口，既有河
流、湿地，也有海域，属于多个部
门管理，而且泉州成立了专门的
保护区管理部门。不法分子大
多在夜间作业，防不胜防，单靠
海洋渔业部门一家难以根除违
法行为。

但联合执法也未能有效制
止非法围垦。2017年间，晋江市
政府牵头组织 3 次联合执法行
动，出动了公安、行政执法、住
建、国土、环保、农业、海洋渔业
等多个部门，累计出动 750 多人
次，动用了风炮、挖掘机、装载
机、运输车数十台，看似轰轰烈
烈、声势浩大，但只是拆除了临
时搭盖、切断电源、破坏了地面
水泥铺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等，没有触及要害，没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执法之后，非法围
垦很快“死灰复燃”。

纪委介入非法围堰被全部拆
除，严肃问责受贿和形式主义执
法

今年 3 月底，在福建省纪委
监委督办下，泉州、晋江市两级纪
委监委对这一事件立案调查。非
法围堰堤坝不到十天全部拆除，
组织非法施工的 4 名人员被刑
拘，村委会非法签订的承包合同
被废止。

调查发现，洋埭村村委会主
任林建清收受违法开垦人员贿
赂，在承包湿地、帮助协调村民关
系等方面提供帮助；泉州湾河口
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巡逻队长
汪国平、队员韦逸诚收受贿赂，为
违法开垦人员通风报信，帮助躲
避检查。这 3 人分别被依法处
理。

近日，泉州市纪委监委对这
起破坏生态环境案件中 10 名党
员干部进行了严肃问责，包括泉
州市林业局、泉州湾河口湿地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晋江市政府、晋
江市农业局、晋江市海洋与渔业
局、陈埭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受到
了党纪政务处分和诫勉谈话等责
任追究。

一些受处分的党员干部表
示，执法时存在观望、畏难心态，
以至于执法中相互推诿、搞形式、
走过场。

泉州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非法围垦一年多难以制止，
归根到底还是个别干部存在官
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对于群
众反映强烈、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的突出问题无动于衷，不愿担
当、不敢碰硬，最终导致不法行
为愈演愈烈。

晋江市政府负责人表示，目
前，正在对湿地保护区进行生态
系统修复，并计划在这里建设湿
地公园，打造候鸟栖息地。

新华社长沙11月20日电（记者
刘良恒）近日，一段“乘客拳打脚踢
公交司机”的视频广为流传，引发网
民谴责。长沙警方20日晚通报，视
频中殴打公交司机的长沙男子夏某
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据警方通报，11 月 18 日上午，
一男子在乘坐长沙387路公交车时，
因不满司机服务态度，置车上乘客
的生命于不顾，在车辆行进过程中
殴打公交司机吴某，随后逃离现
场。接到报警后，长沙市公安局岳

麓分局观沙岭派出所迅速展开调
查，于11月20日8时许将涉事男子
夏某智抓获。目前，夏某智因涉嫌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公安
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新华社福州11月20日电（记者
邰晓安 王成）福建泉州市公安局20
日对《财新周刊》记者在采访期间遭
警察进入酒店房间检查一事作出回
应称，记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并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泉州市公安局的通报称，《财新

周刊》记者周辰发文反映其11月11
日在泉州市泉港区采访碳九泄漏事
故时遭警察进入酒店房间检查一
事，泉州市公安局党委派出调查组
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记者反映的情况基本
属实，泉港区公安执法相关人员存

在工作方法简单、执法不当的行为，
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通报称，经泉州市公安局党委研
究决定，责成泉港公安分局副局长、
山腰派出所所长陈宾阳向市公安局
党委作深刻检讨；责令泉港公安分局
山腰派出所民警陈华山停职检查。

新华社北京11月 20日电 宠
物狗随地大小便污染环境，遛狗不
牵狗绳惊吓到老人小孩，大型犬、
烈性犬在居民家中随意豢养……
近段时间以来，不文明养犬行为
常 常 见 诸 媒 体 。 记 者 近 日 在 上
海、浙江、江西采访时了解到，治
理不文明养犬，一方面要让养犬
的管理规定落到实处，保护合法
合规养犬，对不文明养犬行为予
以严厉打击；另一方面，要通过养
犬培训、定期督查、加大宣传等多
种途径，督促犬主人自觉遵守文
明养犬规定。

上海早在2011年5月15日就开
始实施《上海市养犬
管理条例》，明确规定
养犬人的行为规范和
相应的法律责任，要
求养犬人对犬龄满3个月的犬只办
理养犬登记和年检。但实际中，登
记和年检的数字远小于实际数量。
上海公安部门今年 1 至 9 月收到的
10639个涉犬投诉中，有3160件是举
报无证犬只。而浦东新区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1年至2017年，全区犬只免疫办
证率在 50%左右，农村地区犬主相
比城区犬主更不愿意主动接受犬只
免疫登记。

而在实际管理中，管理条例滞
后、落实难、执行难问题也不少。记
者登录了名为“上海市养犬信息管
理系统”的网站，信息还停留在2011
年，且点击进去后无法显示与标题
一致的有效信息。记者在上海市农
业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一网通
办”等官方渠道搜索，都只有笼统的
通知和办事工单，相关“一门式办理

点”因各区情况不同，并没有公布具
体位置。

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养犬
问题涉及卫生、农委、公安、城管、工
商、街道等多个部门，有的部门只有
单一执法权，有的还没有，“如果不
是搞联合执法，单靠一个部门根本
搞不起来；如果联合执法，难免是运
动式的，各部门难以协调形成日常
工作流程。”

杭州市犬业管理协会理事长、
国家执业兽医张旭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养犬管理条例的滞后、禁养犬
清单的滞后、养犬人缺乏基本素养
和行为的培训培养，这些方面的缺

失，政府相关部门还需要多加努力，
“规定不仅应当周到细致，还应该及
时更新，更重要的是要有可操作性，
形成常态化的管理方式。运动式的
清理只会激化矛盾，引发回潮。”

一方面，养犬规定、规范不到
位，难以落实，放纵了不文明养犬行
为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犬主人
的不自觉、素质低下，同样造成了不
文明养犬行为，让无辜的宠物狗背
上“恶名”。

“我自己虽然不养宠物犬，但还
是很喜欢狗狗的，也特别理解一些
中老年人养犬陪伴的需求。”上海市
民齐苗苗告诉记者，“但是有些犬主
人的不文明行为实在让人替他们感
到羞愧，比如在小区里遛狗不牵狗
绳，让很多老人小孩担惊受怕；狗随
地大小便也放任不处理，引发很多
矛盾。”齐女士的表述是上海市民对

不文明养犬行为反感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今年上海市公安部门

收到10639个投诉工单，占所有工单
的4.7%，其中狗吠扰民、不牵狗绳等
不文明行为有1790件，占16.8%，比
往年有所增加。在上海市 12345 市
民服务热线平台，类似扰民投诉比
比皆是。

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层出不
穷，浙江、江西等地同样也不少。
杭州城管方面表示，截至目前，今
年杭州市城管执法部门处理涉犬
案件 8066 起，罚款 25 万余元，其中
不文明养犬行为 399 起，罚款 8 万
余元。

南昌市小金台社
区居民周楠森曾养过
多年的小型犬，他认
为养犬人在饲养动物

的同时，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公德
心，要特别注意犬吠、异味等问题给
他人造成的困扰，且应饲养更安全
一点的小型犬。“狗主人应该自律，
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不
快乐甚至恐惧之上，应多体谅他人
的感受。”周楠森表示。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所长邓虹表示，在明确各管理部
门职责之后，应切实落实好管理工
作，加强管理力度，同时要加强约束
及惩罚力度。

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
主任程学林建议，治理不文明养犬
需要“软、硬”双管齐下：硬的方面是
指相关法规的落实和执行，对不文
明养犬行为进行坚决打击；软的方
面则是加大文明养犬的宣传和引
导，在全社会形成文明养犬的氛围
和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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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的生态系统修复正在进行中护区的生态系统修复正在进行中（（1111月月1212日摄日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福建10名党员干部被问责背后

泉州市公安局回应记者遭警察查房一事 相关人员已被处理

一男子殴打公交司机被刑拘

不文明养犬让宠物背恶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