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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关今天向媒体通报称，该关于今年

7 月在深圳盐田港一集装箱中查获穿山甲鳞

片 11 . 9 吨，深圳海关经过 4 个多月的侦办，抓

获犯罪嫌疑人两名。据悉，这是中国海关历年

来单次查获的最大宗穿山甲鳞片走私案。

目前，走私犯罪嫌疑人李某君、何某杰已

被深圳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木炭掩护走私穿山甲鳞片

7 月 1 日，一个集装箱从深圳盐田港卸

船入境，在办理出闸手续准备入境时，被海关

拦截检查。海关人员打开集装箱柜门发现，箱

内堆满了鼓鼓囊囊的深色破旧编织袋包装货

物，经检查这些货物均为木炭。随后，该柜按

程序被送往海关查验场进行彻底开箱查验。

经过彻底查验，关员惊呆了：卸完箱门口

的一百余包货物后，一阵浓烈刺鼻的腐臭味

扑鼻而来，箱体内间隙可看到红蓝相间的崭

新编织包装袋，与箱门口的货物大相径庭。关

员判断箱子里面装的极有可能是动物腐烂物

质，于是立即联合检验检疫部门对该集装箱

和货物进行消杀毒处理。经详细检查发现，除

去箱门口 176 包共计 5 . 1 吨木炭，箱内 239 包

红蓝相间的包装袋中的货物疑似穿山甲鳞

片，净重达 11 . 9 吨。

深圳海关人员告诉记者，嫌疑人之所以

将木炭与穿山甲鳞片放在一起，一是为了掩

护走私的穿山甲鳞片，二是为了吸收穿山甲

鳞片的腐臭味，从而达到掩护的目的。

7 月 18 日，经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

心对疑似穿山甲鳞片进行鉴定，结果为：查获

的穿山甲鳞片为哺乳纲鳞甲目穿山甲科穿山

甲属树穿山甲和长尾穿山甲的鳞片。树穿山

甲和长尾穿山甲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

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

据濒危动植物保护专家介绍，一只穿山

甲身上约有 0 . 4 到 0 . 6 千克鳞片，走私 11 . 9

吨鳞片，这意味着约有两万至 3 万只穿山甲

遭到残忍杀戮。

运用大数据查出走私人员

7 月 21 日，深圳海关缉私局大鹏分局对

该案进行刑事立案侦查，深圳海关缉私局抽

调精干缉私人员成立了专案组。

海运货物，一般涉及码头公司、托运公司、

船代公司、货代公司、收货人、发货人等多个繁

杂环节和人员。海关缉私人员通过走访、摸排

等，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收货人与发货人身上。

通过调取的海运数据，深圳海关缉私人

员从一份海运提单信息中，发现了一个收货

人的拼音姓名，虽然看上去是中国人名字的

拼音，但收、发货人的联系电话均为境外电

话。缉私人员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以该拼音

姓名为关键点，从海量的各种信息数据里经

过反复分析比对，初步筛选出来几十个与上

述拼音姓名读音相同的人员，再通过关联本

案相关的特征信息，确定了多次去过非洲国

家的山东鄄城人夏某有重大嫌疑。8 月 24

日，缉私人员将夏某抓获。

在夏某的供述笔录中，一个细节引起了

办案人员注意：夏某从非洲回国时，曾将护照

借给也在非洲从事毛发收购生意的姐夫窦某

波，窦某波将其护照复印了几十份。于是，办

案人员又围绕窦某波展开数据分析，最终排

查出与窦某波家族有密切联系的李某君，而

李某君的姓名拼音与那份海运数据上的申请

人正好吻合。

9 月 12 日，办案人员奔赴山东青岛将李

某君抓获归案。经初步审讯，办案人员发现，

案发前不久与李某君搭乘同一航班的何某杰

有重大嫌疑。10 月初，办案人员又赶赴安徽

将何某杰抓获。经审讯，何某杰供述了与其合

伙走私 11 . 9 吨穿山甲鳞片入境的不法事实。

为躲避监管不留收发信息

据深圳海关介绍，犯罪嫌疑人在非洲某

国采购散装穿山甲鳞片，伪报为木炭等产品，

通过海运方式运抵国内港口。为躲避海关监

管，犯罪嫌疑人在装柜时故意不留收、发货人

信息，待船到目的港后，凭提单直接提货。该

团伙精密组织，分工细致，团伙中李某君等人

负责境外采购和办理海运手续、何某杰等人

负责国内码头接货和境内销售。

记者了解到，穿山甲鳞片又被称为山甲

片、麒麟片。因穿山甲被用作食材药材，在国

内有市场，加之从境外尤其是非洲收购穿山

甲鳞片的价格异常低廉，巨大的利差诱惑驱

使着走私分子铤而走险。

去年，第 17 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缔约方大会决定将穿山甲调整为附录

Ⅰ级保护动物，禁止任何国际性商业贸易。

深圳海关表示，严格履行《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维护生态文明，是海关

的神圣使命。深圳海关将以高度的社会责任

心和政治敏感性，对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继续

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本报深圳 11 月 29 日电

制图/高岳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实习生 张若琂

□ 本报通讯员 管 唯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

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的创作者是匈牙利

著名诗人裴多菲。

一百多年来，他的死因一直是个谜。有

人说他战死在了瑟什堡战役中，有人说他被

俄国人俘虏，还有人说曾在西伯利亚见过他

的坟墓。

1989 年，匈牙利的一支考察队在西伯

利亚挖掘到了疑似裴多菲遗体的一具骸骨。

随队而去的人类学家经过 20 多项人类学证

据比对，包括头骨形状，裴多菲独特的虎牙

等，认为这具遗体就属于裴多菲，然而他们

始终没能获得最直接的 DNA 证据。

他会是裴多菲吗？

为了弄清这一事实，揭开裴多菲的死亡

之谜，裴多菲委员会曾委托包括美国、瑞士

等国家的多家鉴定机构做过 DNA 鉴定，但

是因为遗骨年代久远，且可用于比对的样本

亲缘关系复杂，加之其他一些因素，始终没

有得到理想的鉴定结果。

“委员会通过我们法医物证室在国际学

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于复杂亲缘鉴定方面的

研究论文找到我们，经过反复沟通和相互了

解，双方最终达成了委托协议。”司鉴所法医

边英男博士介绍。

他说，“当时送检的样本有三个，一块取

自遗骸的腿骨，另外两个是裴多菲母系家族

后代的血样。遗骨可能在土壤中已经埋葬了

一百多年，参考血样是裴多菲姨妈的第五代

外孙女，关系隔得很远，鉴定难度可想而知。”

边英男说，从陈旧骨骼中提取 DNA ，

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陈旧骨头中的 DNA

会发生降解，并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使得

DNA 提取率非常低。

为此，司鉴所专门成立专家小组，反复

讨论实验方案。其中，因为送检的腿骨样本

非常少，不能随意提取，所以专家小组必须

对方法做出慎重选择，最后采用了经过改良

的骨头裂解前处理方法结合硅珠法，成功在

腿骨中提取到了 DNA。

另外两份血样，也给边英男等人造成了

不小的麻烦。血样是在 2008 年提取的，到送

检为止，已经过去了 7 年时间，运达上海后，

又在海关处常温放置了 5 个月才送到司鉴

所来。

边英男告诉记者，血样送到时已经接近

黑色，其中一管打开时已经有腐败的味道

了。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常规方法提取血样

DNA 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研究小组经过实

验，用有机溶剂结合离子交换法，从血样中

成功提取能满足实验要求的 DNA。

下一步就是鉴定了。“由于血样来自与

裴多菲存在母系遗传关系的两个女性后代，

因此只能通过线粒体 DNA 进行鉴定。我们

对测序结果进行了反复验证和正反向的对

比，才最终确定了鉴定结果。”边英男说。

每年的 3 月 15 日是匈牙利的裴多菲

日，裴多菲委员会希望在纪念日前得到鉴定

结果，边英男他们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拿出

了结果，令委托方非常满意。

出鉴定结果的当天，裴多菲委员会的主

席亲自来上海，提取鉴定报告……

“在很多情况下，DNA 证据只能作为

一项佐证，不能完全依赖于它，这个案子就

是一个例子。”边英男告诉记者，最终他们并

没有完全明确，这个腿骨是否属于裴多菲。

因为要做绝对的判断，不仅需要母系的样

本，也需要父系的样本，本案中，只有母系的

样本，而且是相隔 6 代的旁系血亲。

因此，法医物证室给出的最终鉴定意见

是，认为送检腿骨和血样间具有较近的生物

学关系，鉴定小组在客观上支持该腿骨极有

可能属于裴多菲本人的这一观点。

最终，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采纳了法医

物证室给出的鉴定结果，并在匈牙利召开了

记者招待会，结合原有的人类学证据，委员

会方认定他们的考察队在 1989 年发现的骸

骨属于裴多菲。至此，裴多菲死于西伯利亚

的真相得以揭开。

公开资料显示，裴多菲当年被流放到西

伯利亚后死于 1856 年 5 月。从挖掘出的遗骸

上可以看到，裴多菲死时嘴巴张得很大，而且

埋葬时只有衣服裹尸，未被装入棺木。专家们

判断，他可能死于被杀或者血液中毒。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 本报通讯员 肖 鹄 曾峰

11 月 28 日，湖南省娄底

市公安局在湖南省公安厅召

开新闻发布会，该局党委副书

记、副局长陈恩杰通报称，截

至 11 月 10 日，娄底市共追回

历年在逃人员 778 人，追回率

达 64 . 35% ，其中，历年命案在

逃人员 13 人，湖南省公安厅

信访督办在逃人员 9 人，娄底

籍外省在逃人员 133 人，追逃

成果受到湖南省公安厅和娄

底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778 名在逃人员落网，这

份令人咂舌的成绩背后，有着

诸多精彩的故事。发布会上，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其中

几个案例。

巧计破解 14 年人

间蒸发之谜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来

不会缺席。

14 年前，冷水江市毛易镇

22 岁的陈某杀人后潜逃，14 年

间，陈某如人间蒸发般无影无

踪。14 年后，当冷水江市公安

局民警出现在陈某面前时，他

知道正义的审判终于要来了。

2002 年，冷水江市毛易镇

发生一起凶杀案，被害人被 6

名犯罪嫌疑人杀死，案件当时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公安机关

第一时间侦破了此案，几名主

要犯罪嫌疑人纷纷落网。但

是，组织者陈某却消失了。多

年来，公安机关对陈某开展过

无数次追捕，却因为各种原因

始终无法找到其行踪。

一眨眼 14 年过去了，冷

水江市公安局将陈某的案子

交到了刑侦大队扫黑中队中

队长李坚的手里。14 年都没找

到人，今天有希望找到吗？每

个人都为李坚捏一把汗，每个

人都期待着陈某的落网。

“我们当时也找不到好的

线索，只能再将陈某所有的社

会关系进行调查，希望从中找

到一点新的发现。”李坚和同

事们将陈某的社会关系不厌

其烦地进行梳理，希望从看似

毫无关系的各种细节中，找到

陈某的踪迹。

“我们在调查陈某母亲的

社会关系时，发现她与天津曾

经有过电话往来。”李坚在这

条看似不起眼的信息中，敏

锐地嗅到了线索。李坚和办

案民警立刻对号码的主人进

行追踪，发现号码属于河北省

的许某。

14 年前，因为受到历史原

因的影响，陈某虽然被列入在

逃人员名单，资料里却并没照

片，这也是公安机关迟迟无法

抓到他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

照片，又怎么比对这个“许某”

呢？李坚只好对许某的户籍资

料进行查询，惊讶地发现他的

户籍居然已经被注销了。

许某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李坚却苦恼

如何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形下找到许某的落脚

点。“我们考虑了许久，最后决定用伪装的微

信与许某联系，争取取得他的信任。”办案民

警通过一个伪装成天津女性的微信号与许某

搭讪。

在微信朋友圈里，警方发现了更多巧合。

“许某在朋友圈里曾发过一条生日快乐的信

息，而陈某的妹妹恰好也在发送信息的时间

段过生日。”李坚等办案民警仔细地寻找着任

何蛛丝马迹，他们还发现，许某的生日是 5 月

1 日，跟冷水江的“陈某”虽然不是同年，却是

同一天，这又是一个巧合。

民警们一边与之保持联系，一边从他的

妻子身上找线索。“我们了解到许某的妻子在

天津市从事家具生意，但是仍然无法获得许

某的其他信息。”几经斟酌，冷水江警方不愿

放过这条线索，派李坚等 3 个民警奔赴天津

市，如果确认许某的身份，就立刻进行抓捕。

“我们到天津决定从许某的妻子入手，没

想到她刚好轮休，第一天就扑空了。”李坚等

人没有气馁，转而对许某的其他社会关系展

开调查，顺着其打工的企业这条线索，查到了

许某大致的居住范围。

“我们非常意外，许某居然就住在当地派

出所附近的一个市场内。”李坚笑着说，派出

所的民警也没想到，查来查去，犯罪嫌疑人居

然躲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10 月 20 日清晨，民警来到许某可能隐藏

的市场进行蹲守，希望有所收获。“我们当时

分了几个点进行蹲守，直到中午，在市场内蹲

守的民警发现一个疑似许某的人出来买菜，

就一直跟在后面，听到被跟踪的人带着冷水

江口音后，我们知道就是他了。”民警们迅速

出击，将刚出来买菜的许某抓获。

面对许某，李坚就说了一句话：“我们是

冷水江过来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许某

立刻垂下了脑袋说：“我知道，终于等来了你

们。”至此，以许某身份潜逃 14 年的杀人嫌疑

人陈某终于落入法网。

锲而不舍追逃 2 1

年终慰亡灵

丧子之痛到底有多痛？

21 年前，双峰县李某的儿

子被人残忍杀害，犯罪嫌疑人

在逃。从此，李某每年都会到县

公安局询问案情。2 1 年过去

了，李某已经是垂垂老人，却依

然为儿子的事情奔波着。21 年

来，与李某一样，双峰刑侦民警

换了一茬又一茬，换不掉的还

是李某被杀案的记忆，他们始

终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

今年 11 月 6 日，当彭某在

深圳被双峰县公安局民警抓

获归案后，李某与妻子再次落

下了眼泪，而这一次是欣慰的

泪水。

11 月 8 日大清早，李某家

人拿着“廿年缉逃锲而不舍 千

里擒凶伸张正义”的锦旗和感

谢信来到双峰县公安局，李某

和妻子两位老人在现场互相抹

着眼泪，两位老人的泪水有悲

痛，有辛酸，还有对双峰县公安

局锲而不舍追捕犯罪嫌疑人 21

年的感激。

故事得从去年 10 月说起，

双峰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杨鸿辉的办公室大清早来了

一位老人。经过一番交谈，杨鸿

辉得知了老人的来意，是为 21

年前遇害的儿子来询问案情进

展的。“老人家为儿子的事情足

足奔波了 21 年，看着老人的样

子，我们深感肩上的责任无比

沉重。”杨鸿辉立刻组织相关部

门召开会议，再次将这桩 21 年

的旧案摆在台面上。

案情并不复杂。21 年前，

犯罪嫌疑人彭某与受害人李某

同在双峰县走马街镇工作，彭

某因迷上赌博导致债台高筑，

为挪用公款残忍将李某杀害在

宿舍内。案发后彭某就消失了。

“案子不破，对不起老人的

期盼，更对不起身上的警服。”

双峰刑警们誓将彭某抓获归

案。但是，21 年前的案子，线索

在哪里？

“通过彭某的亲人挖线索，

我就不信真就没有一点联系。”

杨鸿辉安排民警再次对彭某的

家人进行调查，就算彭某儿时

的好友也不放过。

“彭某的母亲在当地村里

有一定威望，我们民警去调查

几乎都是三缄其口，根本无法

问到有用的线索。”一方面是民

警们挖地三尺的决心，一方面

则要面对彭某家属盘根错节的

亲属关系，双方足足博弈了大

半年的时间，转机终于出现了。

今年，双峰县公安局展开

追逃专项行动，许多在逃人员

纷纷落网，彭某的家人非常关

注警方的一举一动。10 月底，

又一名在逃人员落网，彭某的

母亲得知消息后，曾经向一个

人询问是不是自己的儿子落网

了，而对方用肯定的语气回答：

“不可能，绝对不是他。”

“我们当时抓捕到那个在逃嫌疑人后，还

来不及把信息对外公布，对方怎么会如此肯

定不是彭某呢？”杨鸿辉等专案民警得知这条

线索后，立刻对那个神秘人物进行调查，发现

这个人可能在邵阳。

随后，专案民警在全国范围内对神秘人

物进行调查，经过大量分析研判，11 月 4 日，

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传来：彭某使用化名极

有可能藏匿在深圳市宝安区某社区内。

11 月 5 日，双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

队长禹科龙与龙田派出所副所长彭璞火速赶

往深圳市核查相关情况。11 月 6 日 16 时许，

逃亡了 21 年的犯罪嫌疑人彭某被抓获。

“终于可以告慰李某的亡灵了，也解开了

双峰刑警纠结了 21 年的结。”双峰公安用锲

而不舍的努力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背景

今年国庆、中秋 8 天假期时间里，娄星、

涟源、新化等地公安机关抽调精干警力，组成

追逃小分队，共追回 41 名历年在逃人员，其

中，新化县公安局 8 天时间就追回在逃人员

20 人，平均一天要追回两名以上。

今年 5 月以来，娄底市公安局党委提出

了追逃行动在全省“保六争三”目标，强力推

动专项行动的展开。在追逃行动的浓厚氛围

影响下，基层公安民警们的日常招呼语是“今

天有戏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今天有没有

新的线索，会不会有新收获。

涟源市公安局一位追逃民警有这样一段

话：我们不是在追捕在逃人员的路上，就是在

押解在逃人员回家的路上；我们不是在摸排线

索的路上，就是在宣传政策的路上……翻山越

岭、马不停蹄地奔波；一次次上门、一次次无功

而返的规劝；抽丝剥茧，废寝忘食的侦查，3000

名娄底公安民警用“舍小家 为大家”的忘我

奉献和责任担当让正义一次次得到彰显。

□ 本报记者 徐鹏

4 名男子意外中毒死亡，揭开了山东省章

丘市境内非法排放危险废物利益链条的黑幕。

记者今天获悉，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

已于近日对备受社会关注的章丘“ 10·21”重

大环境污染案进行一审宣判。以污染环境罪

判处被告单位山东弘聚新能源有限公司、山

东麟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0 万元至 100 万

元不等的罚金；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周

彩霞、王海洋等 17 人 6 个月至 6 年不等的有

期徒刑，并处 8000 元至 6 万元不等的罚金。

2015 年 10 月 21 日 6 时许，章丘市(现为

济南市章丘区)普集镇上皋村某院落内发生

一起重大污染环境案件，陈继新、张林德、窦

志星、路桐 4 名涉嫌非法排放危险废物人员

当场中毒身亡。

警方立即成立专家组进行调查，通过对

现场死亡的 4 名嫌疑人身份进行排查，对其

遗留手机、车辆等物品进行分析比对，最终确

定危废物出自淄博市的山东金诚重油化工有

限公司。

原来，案发前一天，即 10 月 20 日，因金

诚公司生产车间产生了一些废碱，工作人员

联系其供应公司的内勤周彩霞处理，周彩霞

找到中介王海洋。王海洋找到殷珂珂处理，双

方约定处理费用为每吨 300 元。谈好价格后，

殷珂珂找到郭泗滨，郭泗滨联系张林德处理，

同时联系危险品运输车(驾驶员和押运员分

别为窦志星、路桐)运输，周彩霞为该车开具

装车单。

10 月 20 日晚至 21 日凌晨，该车持装车

单进厂装货，装载 23 . 72 吨废碱运输至陈继

新租赁的废弃煤井处，将废碱排放至井中，渗

入地下。陈继新、张林德、窦志星、路桐 4 人在

排放废物过程因吸入过量有毒挥发气体导致

中毒身亡。

案件发生后，当地警方以多名中介联系

人为重点突破口，持续加强证据挖掘力度，发

现他们不光在一个村内偷排废化工原料，还在

章丘市双山街道马安村的一废弃矿井内偷偷

进行排放。此案共牵出 7家违法偷排化工企业，

其中省内 5家，省外 2 家(已移交当地处理)。

2015 年 7 月至 2015 年 10 月间，张林德

(已死亡)为谋取利益，自己或通过殷珂珂、郭

泗滨、贺程海、李万津等人联系上述几家公司

处理危险废物，并将陈继新、蘧光强的租赁地

作为处理地点。7 家涉案企业为降低每吨

3000 元至 6000 元的危废物处理成本，雇用相

关人员以每吨 300 元至 500 元的价格非法偷

排危废酸碱液体。除去运输成本，中介和实施

偷排人员实际每吨获利仅有 100 余元，却严

重损害了环境安全。

经查，2015 年 7 月至 10 月间，省内 5 家

涉事企 业 共 向 章 丘 境 内 排 放 废碱废 酸

1181 . 72 吨。经专业机构评估，上皋村污染

环境涉及的环境损害费用中，应急处置阶段

损害费用为 4300 余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近 2 亿元；马安村环境损害费用中应急处置

费用为 56 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 620 余

万元。

2016 年年初，国内环保组织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向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山东弘聚新

能源有限公司、山东麟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等 6 家涉案企业支付因非法倾倒危险废物给

环境造成损害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用于对

当地受到污染的环境进行生态修复。这系全

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

点后，山东省检察机关支持环保组织提起的

首例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目前，这起刑事案件仍在上诉期内。

本报济南 11 月 29 日电

埋葬了一百多年的腿骨 相隔 6 代的旁系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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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讲述(八)

深圳海关查获 11 . 9 吨走私穿山甲鳞片
逾两万只穿山甲惨遭杀戮

非法倾倒有毒废物致 4 人当场身亡

章丘“１０·２１”重大环境污染案一审宣判

□ 本报记者 游春亮

□ 本报通讯员 李 益 沈志毅

案发地点：深圳盐田港

案发缘由：海关查验场关员开箱查

验集装箱，一阵浓烈刺鼻的腐臭

味扑鼻而来

本报讯 记者黄洁 见习记者张雪泓

冒充服务中心承接多个单位的化粪池清理

工作，然后进行非法排放牟利。近日，北京

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成功打掉一个长期盘踞

在海淀区人员密集场所非法处置污染物的

团伙，抓获 5 名犯罪嫌疑人。

今年 10 月，北京市水务局第七河道所

工作人员报案称，他们在 10 月 19 日例行

检查时发现，在海淀区祁家豁子附近的小月

河暗沟出口处有大量的化粪池污物，并且已

经开始扩散蔓延，初步判断是人为非法排放。

民警通过调取视频监控录像发现，18 日

晚上到 19 日凌晨，一辆抽粪排污车在此地来

回出现十几趟，有重大作案嫌疑。民警立即对

该车辆信息进行查找，最终确认了该车辆是周

某、何某夫妇二人使用。10 月 22 日，周某、何某

被抓获。二人对向小月河周边的雨水管线倾倒

化粪池污物的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是受北京

某服务中心的冯某雇用。随后，冯某到案。

经查，2014 年以来，在无任何污水处理

资质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冯某以北京某服

务中心的名义承接多个单位化粪池的清理工

作，并以每车 50 元价格先后雇佣吴某、许某、

周某、何某进行抽粪作业，后在周边的雨水管

线进行非法排放，从中获利 6 万余元。目前，

冯某、周某、何某等 5 人因涉嫌环境污染罪已

被海淀分局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查中。

北京打掉一污染环境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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