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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诉所售两款车不环保 此前已被查处 后又被两家基金会起诉要求采取修复措施 为补偿——
—

长安汽车在京安百根公益电桩
本报讯（记者 周蔚）因在北京地区
销售的两个车型不符合环保生产一致
性要求，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被诉至法院。 昨天下午，该案经调解结
案， 长安汽车需在北京市范围内公共
场所安装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100
根，并在充电桩处标明
“北京市第四中
级人民法院环境公益充电桩”字样。
2015年7月21日， 北京市环境保
护局对长安汽车公司进行调查， 发现
长安汽车公司在北京地区销售的机动
车中，型号为SC7186A5和SC6469B5
两个车型不符合环保生产一致性要
求。 SC7186A5车型在北京市场销售
274辆， 销售违法所得为188.8万元；
SC6469B5车型在北京市场销售1912
辆，销售违法所得为1071.7万元，共计
1260.5万元。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于2016年1月
6日作出京环保车罚字〔2015〕13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 责令长安汽车公司停
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1260.5万

元，并处罚款378万元。
随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向
北京市四中院提起环保民事公益诉
讼， 请求判令长安汽车公司立即停止
在 北 京 市 范 围 内 销 售 SC7186A5 和
SC6469B5两个车型汽车， 召回上述
车型已销售车辆。 并采取措施或替代
修复措施， 修复被污染损害的生态环
境，如长安汽车公司不履行修复义务，
请求判令其应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修
复费用。
同时， 还要求判令长安汽车公司
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危
害排除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判令长安汽
车公司通过北京市级以上公开媒体向
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并承担诉讼费。
长安汽车公司辩称，公司于2016
年1月13日通过互联网等媒体以公告
形式向公众公开致歉， 并向北京市环
境保护局和社会公众通报了超标原因
分析与改正措施。

诉讼期间，经中华环保会申请，中
华环保会与长安汽车公司达成一致性
意见， 法院委托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
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中心进行
鉴定。
鉴定结论为长安汽车已售车辆
预 计 NMHC 超 标 排 放 量 为
4740943.424g； 若采用安装新能源
电动汽车充电桩的方案折抵长安汽
车 NMHC 超 标 排 放 量 ， 共 需 安 装
75～116根充电 桩 ； 安 装 充 电 桩 的
费用即为此方案的治理成本，约
112.5万～174万元。
中华环保会、绿发会、长安汽车公
司对该鉴定意见书均不持异议， 但长
安汽车公司认为其同意鉴定并不代表
确认或自认上述车辆都对大气造成了
污染、损害。
诉讼中，经长安汽车公司申请，中
华环保会和绿发会认可， 经法院批准，
长安汽车公司按照鉴定意见书中提出
的修复建议，在北京地区采取安装新能

源电动车充电桩的方式修复大气环境。
截至2018年11月27日，长安汽车
公司已安装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
46根，正在准备安装新能源电动汽车
充电桩26根。
12月5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
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协议中确认长
安汽车公司已完成召回、整改要求，且
已在其官方网站上赔礼道歉。 确认长
安汽车公司采用安装新能源电动汽车
充电桩的方式修复生态环境， 即长安
汽车公司需在北京市范围内公共场所
安装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100根，
并在充电桩处标明“北京市第四中级
人民法院环境公益充电桩”字样，安装
期限不超过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18
个月。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其
依据调解书安装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充
电桩负有维护义务， 单根充电桩的维
护期为5年。 由中华环保会和绿发会
监督执行。

KTV 门口无故被打
两男子回手打死人受审

被执行人代理人在笔录上签字

摄 /记者 周蔚

强占圆明园平房开茶馆
法官调解终腾退
本 报 讯（记者 周 蔚）租赁圆明
园遗址内的房屋经营茶馆， 到期后
拒不交回房屋， 还拖欠租金达四年
之久。 12月6日上午，在海淀法院法
官的调解下， 房屋顺利交还给圆明
园管理处。
2010年起，北京瀚若居文化公
司承租圆明园遗址公园内的翠柳园
东院的13间平房及院落用来经营茶
馆。 2014年合同到期后，双方就续
租问题没有达成一致， 在未支付租
金的情况下， 翰若居公司继续经营
茶馆，2015年，茶馆经营不善关门。
圆明园管理处一直要求瀚若居
公司支付租金并归还房屋， 未果，只
得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瀚若居公司腾
空圆明园遗址公园内的房屋，并向圆
明园管理处支付自2014年10月26日
起至实际腾退房屋之日止的房屋使
用费；圆明园管理处退还费用2万元。
谁知判决生效后， 翰若居公司
仍旧迟迟不履行判决， 圆明园管理
处于是向海淀法院申请强执。 2018
年8月，海淀法院受理后，此案被分

到杨哲法官手中。 考虑到待腾退房
屋为木质结构，园内树木较多，法官
多次联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协商
腾退房屋事宜， 但翰若居公司一直
未明确表态。
今天上午，海淀法院干警前往房
屋所在地准备对房屋进行强制腾退。
10时，记者跟随执行人员到达
执行地点。这是一座二进门的院落，
据悉是圆明园管理处后期建的，不
属于古建。房屋为仿古木质建筑，园
内黄叶满地，古色古香，屋内座椅、
书橱均是仿古样式。
正当法官对屋内设施进行查看
时，翰若居公司一代理人来到现场，
当场表示愿意腾退房屋。 随后该代
理人与圆明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在房
屋交接书上签字。至此，这场持续四
年的房屋交接工作顺利完成。
据法官介绍，2014年至今， 翰
若居公司应支付的租金达上百万，
但目前该公司没有可执行财产，之
后若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不能履行义
务，将对其限制高消费。

本报讯（记者于忠洋）男子李某
酒后无故持木板殴打素不相识的周
某、陈某，遭反击后被殴打致死。
今天上午，周某、陈某因涉嫌故
意伤害罪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
检方起诉称，周某、陈某于 5 月
12 日凌晨， 在北京市丰台区某 KTV
正门楼梯处，遇到被害人李某。 李某
无故手持木板殴打周某头、 面部，经
鉴定周某所受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随
后，周某、陈某用拳脚及木板击打李
某头部、背部等部位，致李某死亡。
对于检方指控，周某、陈某均表
示认罪。
周某在法庭上称， 双方冲突中，
李某用木板打伤自己右眼。
检方认为，事故是由李某酒后闹
事引发，其应负一定的责任。 但在冲
突中周某、陈某将木板从李某手中抢
过来后，对其进行殴打致其死亡的行
为已触犯刑法，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鉴于周某、陈某均自
愿认罪认罚，建议对其二人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至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至三年。
针对事发时李某处于醉酒状态
一事， 李某女友在公安机关供述时
也予以证实，“平时也就是三两白酒

的量，当天喝了估计有六两，走路都
晃了。 ”
陈某的诉讼代理律师称， 事发
前，李某与女友发生争执，并扇了她
一耳光。随后，李某走出 KTV，在室外
捡到一块一米长的木板，返回到 KTV
门口时碰到周某、陈某。“李某持木板
返回 KTV 意图行凶，且在 KTV 门口
用木板从周某 脸 部 扫 过 向 其 挑 衅 ，
周、陈二人为自卫才予以反击。 ”
周某的诉讼代理人则称，周某从
李某手中抢走木板，是为了防止对方
进一步殴打自己， 属于防卫过当，应
当考虑减轻处罚。
检方认为，根据事发地监控画面
显示，三人扭打在一起，从楼梯跌落
后，李某已经没有了攻击行为。 而周
某、陈某仍使用拳打脚踢、木棍殴打
等方式对李某进行攻击，已经不属于
防卫。
据悉，周某、陈某的亲属已经一
次性赔偿李某家人 85 万元， 并已获
得谅解。
在最后陈述中，周某表示今后会
好好改造。 陈某再一次道歉称，“没有
控制好自己的行为，给双方家庭造成
了伤害。 ”
此案将择期宣判。

北京市延庆区律师协会圆满成立
—实现全市区级律师协会设立全覆盖
——
12 月 1 日，北京市延庆区召开律师协会
成立大会，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明
江，市律师协会党委副书记、会长高子程，延
庆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吕桂富等领导出
席。
大会选举产生了延庆区律师协会理事 9
名，监事 3 名，会长 1 名，副会长 2 名，监事
长 1 名，聘任秘书长 1 名。
会上，徐明江副局长就进一步做好延庆
区律师工作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提高站位
抓党建， 推进律师行业党建工作上台阶、上
水平；二是引领行业促发展，引导律所向规
模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三是服务大局

显职能， 要服务好世园会冬奥会筹办举办，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
求；四是加强建设重自律，促进律师依法、诚
信、规范执业。
吕桂富书记就如何发挥好律协自律、组
织和服务三大作用也做了强调。
领导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延庆区律师
行业的发展方向和律师工作的奋斗目标，激
励延庆区律师为延庆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
谐稳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至此， 全市 16 家区 级 律 师 协 会 实 现
100%全覆盖， 使北京市律师行业整体发展
文 / 都吉云 肖德步
迈上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