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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告官讨说法

未获同意，1800 多棵枣树被挖

新郑市薛店镇村民状告镇政府侵权，法院昨日公开审理此案
□记者 周广现 文 通讯员 张长松 图

警惕电信诈骗

核心提示丨 2014 年 1 月
16 日晚 9 时许，在新郑市薛店
镇花庄村村民不知情的情况
下，该村枣树林里的 1800 多
棵枣树被挖，其中很多都是古
枣树。后新郑市林业局认定，
薛店镇政府应对此事负责，并
对其做出补种 5 倍树木的处
理。
村民认为，薛店镇政府此
举违法，要求恢复林地原貌，
把枣树重新栽植到地里，但镇
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后村民将
薛店镇政府告上法庭，昨日，
惠济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点击“卖家”链接被转走 5 万元
银行为买家追回钱款
银行：谨慎对待支付链接和验证信息
□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赵振恒
本报讯 接到“卖家”电话要求点击付款链接，市民点击之后自
己工商银行卡内 5 万元被划走。家住濮阳市的韩女士立即来到工
商银行濮阳胜利路支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在第三方平台没有
将钱支付到对方之前，
把 5 万元追了回来。

2014 年枣树被挖走第二天的现场图片

事件丨一夜之间，1800 多棵枣树被挖走
昨日上午，在惠济区法院门
前，新郑市薛店镇花庄村村民向
大河报记者讲述了事情经过，他
们说，村民多靠枣树为生，1998
年，他们承包了村里的林地，承
包期限到 2028 年，林地上基本
都是古枣树，平均每棵枣树的年
收益近 2000 元。
村民说，2014 年 1 月 16 日
晚 9 时许，有人开着 5 台钩机把
林地里的枣树挖掉，村民发现
时，枣树已经被挖掉 1800 多棵，
其中很多都是古枣树，当时薛店
镇政府的几位工作人员在现场
指挥挖树。
被 挖 掉 的 这 片 枣 树 ，处 于
“新郑古枣树薛店镇花庄村保护

区”范围内，资料显示，该保护区
内百年以上的古枣树共有
17660 棵，其中 500 年以上的枣
树有 691 棵，新郑市旅游和文物
局 2010 年 9 月在此立牌保护，
保护单位为新郑市人民政府，责
任单位为新郑市林业局。
村民 说 ，这 次 被 挖 掉 的 就
有 500 年以上的古枣树。在此
之前，他们没有听任何人说过，
有人要来征用他们的林地，也
没有人来和他们签订过用地手
续。枣树被挖走后，一部分土
地上建设了一个幼儿园，大部
分土地荒芜，镇里还把这部分
林地围起来，不让村民继续种植
枣树。

后来，村民向新郑市林业局
反映此事后，经查明，此次挖树
由薛店镇政府组织，共挖枣树
1870 棵，且未办理采伐证。之
后，新郑市林业局对薛店镇政府
作出补种滥伐株数 5 倍既 9500
株枣树的处理决定。
“薛店镇政府不经过我们同
意，就把我们的枣树挖走，而且
还不允许我们继续种植枣树，这
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村民
说，后来，他们多次到薛店镇政
府，要求镇政府纠正违法行为，
并把挖走的枣树重新种植到他
们的林地里，但薛店镇政府置之
不理，无奈之下，他们将该镇政
府起诉到法院。

态度丨镇政府认为是民事案件，请求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昨天的庭审，原告方 5 位村
民全部到庭，薛店镇政府副镇长
郭松涛和镇政府的代理律师出
庭，法定代表人、镇长安广涛并
没有到庭。
根据 2009 年出台的《郑州
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则》规定，本
单位当年发生的第一起诉讼案
件，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必须
出庭应诉。记者问出庭应诉的
郭松涛，本案件是不是该镇政府
今年第一起应诉的案件？镇长
安广涛为什么没有出庭应诉？

郭松涛均没有作答。
庭审中，村民说，迄今为止，
薛店镇政府没有和他们签订过
任何用地手续，就粗暴地挖掉他
们承包林地上的枣树，而且不允
许他们继续种植枣树或耕种，属
于严重的侵权行为，请求法院依
法判决薛店镇政府行为违法，并
恢复林地原貌。村民还称，曾多
次向镇政府提出要求公开枣林
土地用途与租用方，但镇政府一
次都没给过说法。
薛店镇政府委托代理人也

承认村民枣树被挖掉的事实，不
过，他认为，现有证据证明这是
一起民事案件，不是行政案件，
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5 位村民的
诉讼请求。整个案件审理过程
薛店镇政府委托代理人对法官
提出的土地用途等多项疑问均
表示不知道，仅表示，这片林地
上建设有一个幼儿园，幼儿园的
建设单位是新郑市教育体育局，
村民告的应该是该局，而不是薛
店镇政府。
案件没有当庭宣判。

事件丨链接“吸走”买家卡内 5 万元
银行成功追回
家住濮阳的韩女士之前在
网上买了一件衣服，3 月 18 日，
她接到“卖家”电话，对方声称
她购买的这件商品并没有成功
付款，需要再次支付。于是，韩
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链接。
没想到，这一点，自己银行卡内
的 3000 多元被盗走。
“建行卡内的钱被划走完
之后，又收到了工行卡的划款
信息，显示支付了 5 万元。”韩女
士提起来，仍心有余悸。事后，
韩女士立即来到工商银行濮阳
胜利路支行询问。大堂经理刘
杰看到这样的信息，立即反应
过来，这是一起诈骗。他告诉
韩女士不要将验证码告诉对
方，自己试着查询转账记录，看
能否追回。
经过查询，韩女士的卡里
仅剩 7200 元，5 万元已经通过

网上银行转出，而转出记录是
在浙江省。
“网上查询仅能知道将钱
转走的账户为浙江杭州富国基
金直销账户”，刘杰介绍，
“ 其他
的信息一概查不到”。
随后，刘杰向该第三方平
台打电话，称因为不小心误入
该网站导致资金被盗走，询问
如何才能将钱找回。对方告
知，需要下载一个客户端，并需
要立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
方面安排韩女士继续与骗子周
旋，不告知对方验证码以赢取
时间，一方面加紧操作，最终，
韩女士在银行的帮助下，用不
到十分钟的时间，被骗走的 5 万
元回到了卡内。
“为谨慎起见，我们将这笔
钱存成了不可随意支付的定
期”，
银行工作人员说。

提醒丨收到支付链接和验证信息
先要查证是否属实
银行工作人员表示，遇到
这样的电信诈骗，需客户本人
提高警惕，以保护个人财产安
全。
“银行不会给客户发信息，
要求更改或者验证各种信息。
这次幸亏客户及时来银行，不
然的话难以追回”。
据该行的罗行长介绍，
“所
有的涉及个人财产的交易，必

须要求本人带着身份证到营业
点亲自办理，这也是为了保障
人们的财产安全”。
虽然银行以及公安部门不
断加大宣传力度，仍有不少人
上当受骗。银行提醒，手机上
接到各种支付链接和验证信
息，需要到营业点询问是否属
实，防止电信诈骗，个人需要提
高警惕。

安全生产要重视
维护生态平衡

平顶山白龟湖增殖放流维护湖内生态平衡

700 万尾鱼苗湖中
“安家”
□记者 李红汛
本报平顶山讯 昨日上午，
平顶山白龟湖增殖放流活动在
平顶山学院图书馆东侧的白龟
湖岸边启动，5 辆运载着鱼苗的
货车行驶到湖边，5 个放流台临
水搭建，平顶山市环保局、农业
局等单位的数十名工作人员和
一些热心市民在货车和放流台
之间来往穿梭，把鱼苗小心地放
进 白 龟 湖 。 据 悉 ，活 动 历 时 三
天，将有 700 万尾食草、食藻类
鱼苗投入白龟湖中，以维持湖内

生态平衡。
据介绍，白龟湖是平顶山市
的饮用水水源地。由于早年的
无序捕捞，白龟湖中上层水中以
水 草、水 藻 为 食 的 鱼 类 急 剧 减
少，每到夏季，湖中藻类、水草过
度生长，对湖水的水质安全构成
了威胁。因此，从 2011 年开始，
平顶山市每年都要向白龟湖投
放鱼苗，通过增殖放流补充和恢
复生物资源的群体，改善生态环
境。近年来，通过增殖放流在白
龟湖安家的鱼类在维护白龟湖
生态平衡和净化水质方面已经

立下了
“汗马功劳”
。2014 年，
平
顶山市遭遇大旱，白龟湖生态环
境遭到破坏后湖水水质之所以
没有下降，
这些鱼类功不可没。
平顶山市白龟湖综治办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增殖放
流的 700 万尾鱼苗，其中，鲢鱼
苗 150 万尾、鳙鱼苗 150 万尾、
鲤鱼苗 150 万尾、草鱼苗 250 万
尾。按进食特点分属食草类、食
藻类。通过进食，它们将有效遏
制白龟湖中藻类、水草的过度繁
殖，维护湖内生物多样性，进而
起到改善水质的作用。

安阳一非法石灰窑宿舍内
4 人疑因中毒不幸身亡
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记者 高志强
实习生 牛静芳 刘曼曼
本报安阳讯 3 月 22 日凌
晨，安阳县善应镇白玉村一处
非法石灰窑员工宿舍内，发生
一起疑似一氧化碳中毒事件，4
名员工在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
效后不幸身亡。
昨日上午 10 时许，大河报
记者来到事发现场，发现安阳
县警方正在现场勘查，不幸身
亡的 4 名男子已被妥善安排。
对死亡原因，有关部门正在做

进一步调查，善后处理工作正
在有序进行。
昨日上午，记者从安阳市
委宣传部获悉，安阳市委、市政
府对此事高度重视。市、县有
关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立即
赶赴现场，对事故原因展开调
查，组织相关事宜。同时，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
大排查，以此为鉴，吸取教训，
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目前，公安机关已介入并
立案侦查，相关人员已被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