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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渔期使用
“地笼”非法捕捞水产品当场被抓
两男子分别被判拘役 6 个月缓刑 8 个月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薛舒洋 刘阳阳
近日，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
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并当庭宣判，以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一审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某、董某
某拘役 6 个月，缓刑 8 个月。据悉，该案件系今年进
入休渔期以来黄岛首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也是在
禁渔期、禁渔区使用禁用工具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极
具代表性的刑事案件。
据了解，今年 4 月 27 日左右，张某某、董某某
驾驶渔养木质船只，将定置串联倒须笼（俗称“地
笼”
）23 具投放至黄岛区沐官岛附近海域捕捞水
产品。5 月 1 日左右，张某某、董某某获取渔获物
一宗，出售后获利 300 元左右。5 月 10 日 5 时许，
张某某、董某某再次驾驶渔养船到沐官岛附近海
域收“地笼”内渔获物时，被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
发展局渔政执法人员当场查获，现场查获“地笼”
及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4.3 千克（其中大蛸 2 千克、
海螺 1.45 千克、海杂鱼 0.85 千克）。
经认定，张某某、董某某捕捞使用的渔具为定
置串联倒须笼，属于禁用渔具，沐官岛附近海域属
于禁渔区域。黄岛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指控
被告人张某某、董某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法
的工具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捕
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董某某违反 捞水产品罪，综合全案事实和情节，依法分别判处
了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禁渔区使用禁用 被告人张某某、董某某拘役 6 个月，缓刑 8 个月。

违建房欲装修被拆致地板订货合同陷僵局
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合同但定金不予返还

全省首个“军人权益保障微法庭”落户平度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杰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李星 安睿
遵守合同约定、
尊重契约精神有利于维护社会经
济秩序，
但在实践中，
因为履约能力、
现实条件的变化
等原因，
一些合同因不适宜强制履行而需要解除，
而
另一方拒绝解除合同，
即出现
“合同僵局”
情形。当合
同陷入僵局，
违约方能否要求解除合同？近日，
青岛
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据了解，裴某为装修其房屋与某地板公司签订
了一份《地板订货合同》，约定裴某向该地板公司订
购地板，合同签订当日该地板公司收取裴某定金 1
万元。后因该房屋被拆除，裴某要求解除双方之间
签订的合同并返还其定金，但该地板公司要求继续
履行合同。无奈，裴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原
告裴某与被告该地板公司签订的合同，该地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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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
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条之
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海洋水域，在禁
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
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
四十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非法捕捞水产品
一万公斤以上或者价值十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
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
二千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二万元以上的；
（三）在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水产品二千公斤以上或
者价值二万元以上的；
（四）在禁渔区内使用禁用
的工具或者方法捕捞的；
（五）在禁渔期内使用禁
用的工具或者方法捕捞的；
（六）在公海使用禁用
渔具从事捕捞作业，造成严重影响的；
（七）其他情
节严重的情形。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某、董某某在禁渔期、禁渔
庭审现场。
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的行为情节严重，已
构成犯罪，依法应予以严惩。在此，法官提醒，广大
群众要遵守禁渔期、禁渔区的相关法律规定，严禁
【法官说法】
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让我们远离非法捕捞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之 罪，
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共同建设美丽西海岸新区。

返还裴某定金 1 万元。
即墨法院经审理认为，
裴某欲装修的房屋因被认
定为违章建筑而拆除，
故不具备装修条件，
合同目的
已无法实现，
但该地板公司认为自己不存在违约行为
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双方因此陷入
“合同僵局”
。根
据该合同性质并结合实际履行情况，
在合同已不具备
继续履行的条件下，
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
裴某与
该地板公司签订的合同所涉权利义务应当终止。但
裴某系因自身原因导致合同未能继续履行，
已构成根
本违约，
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近日，即墨法院对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作出
一审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被告该地板
公司不予返还原告裴某支付的定金。

近日，平度市人民法院开发区法庭成立全省
首个“军人权益保障微法庭”，旨在切实维护军人
军属合法权益。
“菜单式”服务、多元式解纷。设置老兵调解
室，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集成调解力
量优势，吸纳有意愿参与到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
退役军人、人民调解员、专家律师等入驻平台，让
老战友做老战友工作，畅通沟通渠道，真正发挥基
层社会治理“稳压器”
作用。
持续优化军人军属诉讼服务。依托网上诉讼
服务平台，精准提供军人军属在线调解、网上申诉
等智慧诉讼服务。开辟审理军人军属案件
“绿色通

道”，配备专门人员负责平度市军人军属案件的立
案、分流和审判流程的全程监督与管理，提供咨询
答疑、
跨域立案、
材料收转等优先服务。
坚持“四快三优先”原则。实行军人军属案件
的立案、审理、执行“三优先”，并在法律允许的基
础上做到“四快”
（快立、快审、快结、快执），切实维
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下一步，平度法院将把“军人权益保障微法
庭”作为化解军人军属矛盾纠纷前沿阵地，通过提
供快捷化、简便化和规范化的矛盾纠纷化解服务，
为军人军属权益保护打造专业、高效、便捷的“司
法快车道”
。

平安开发区消防专栏

拖欠货款不还被限制高消费

老赖十多次冒用他人身份乘高铁被查

法治李沧专栏

冒用他人身份购买高铁车票，以规避限制高消费
令。今年 3 月至 7 月间，栾某使用他人身份证为自
己购买高铁车票，并非法冒用他人身份乘坐高铁多
达十余次，其行为已严重违反限制高消费令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
栾某自以为手段高明，殊不知，其行为早已
引起法院及铁路公安机关的注意。经过严谨的
调查取证，近日，平度法院联合铁路公安机关在
潍莱高铁平度站候车大厅，将企图再次冒用他人
身份出行的栾某当场控制。铁路公安机关依法
对 栾 某 作 出 行 政 处 罚 后 ，执 行 法 官 对 其 依 法 拘
传。经过执行法官的释法说理，栾某认识到自己
行为的严重性，于当日交纳了全部欠款，该案顺
利执结。
这起案例是近年来平度法院与铁路公安机关
加强协同联动，合力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的
一个缩影。从“基本解决执行难”到“切实解决执行
难”的过程中，平度法院在原有执行措施的基础上，
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严厉打击
恶意规避执行的行为，全力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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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海尔大道消防救援站与西海岸新区文化中心
（东区）图书馆开展“图书馆流动站”共建活动，
为消防队伍提供宝贵的阅读资源和学习平台，
营造消防救援人员浓厚的学习氛围。
在筹建
“图书馆流动站”
初期，
队站指导员与
图书馆负责人对建站方式、
流动办法、
站馆交流合
作等进行多次协商沟通、
交换意见，
最终为消防站
提供了内容涵盖政治、
现代科技、
文学、
历史等种
类的图书 600 余册，
并定期更换图书，
满足了消防
救援人员的读书需求，
不断改善消防救援人员的
阅读质量，
提升消防救援人员的文化素养，
受到消
防救援人员的一致好评，
真正将
“书香消防 文化
消防”
的氛围传递到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心中。
“图书馆流动站”的建立为消防救援人员搭
建了知识平台，提供了阅读空间，营造了崇尚学
习、崇尚知识的良好氛围，对消防救援人员的素
质提升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让消防救援人

“图书馆流动站”
为消防救援人员提供了阅读空间。
员不出营门，就能在营区里看到各种书籍，可尽
情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不断拓宽知识面、不断
提高自身的文化层次和修养。同时，
在营区树立
了读书新风尚，达到了“读书明理，读书育人”的
目的，
为接下来各项工作的进步提升铸造了一座
坚实的文化堡垒。

主办：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
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南路 666 号卓亭广场

汲取榜样力量 砥砺奋进前行

李沧区司法局举行青年干部
“亮绩”
“赛绩”
擂台赛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王飞
近日，李沧区司法局举行青年干部“亮绩”
“ 赛绩”
擂台赛，李沧区司法局青工委三个小组派出代表参与
本次交流。
活动现场首先传达了青岛市司法局“亮绩”
“ 赛绩”
擂台赛会议精神。青岛市司法局局长万振东表示，要
深入提升作风能力建设，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担当
使命，真抓实干、脚踏实地，实现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的
高质量发展。
随后，三名青年干部分别从政治学习体会、日常工
作体悟、网络自学感受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充分展
现了青年干部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立足司法
行政实际工作发愤图强、勇担重任的精神风貌。青年
干部表示，要将“严真细实快”的优良作风贯穿于工作
始终，时刻以高标准、严要求提升自己，为法治李沧建
设贡献力量。

开发区海尔大道消防救援站
联合文化中心图书馆共建“图书馆流动站”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施无为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杰
“栾某，你因涉嫌多次冒用他人身份信息乘坐
高铁，已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
相关规定，请你跟我们来一下。”近日，济南铁路公
安局平度站派出所两名民警在潍莱高铁平度站候
车大厅，将正在候车的被执行人栾某逮个正着。
据了解，栾某因拖欠货款被某卫浴用品店诉至
平度市人民法院。经平度法院主持调解，被告栾某
与原告该卫浴用品店达成协议，栾某承诺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一次性偿还该卫浴用品店货款 46000
元。谁知，栾某收到调解书后就将履行还款义务抛
之脑后。到了约定的还款期限后，栾某却迟迟不履
行义务。无奈，该卫浴用品店又来到法院，对此案
申请强制执行。
立案执行后，面对执行法官的传唤，被执行人
栾某玩起“躲猫猫”，既不到庭说明相关情况，也不
回复法官。即使被采取了冻结银行账户等措施，栾
某仍抱有侥幸心理，想方设法逃避还款义务。
执行法官了解到，被执行人栾某从事装修业
务，经常前往外地采购原材料，为督促其尽快履行
还款义务，执行法官依法向其发出限制高消费令。
栾某因无法乘坐飞机、高铁出行，情急之下便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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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沧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君伟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了要求：一是作风建设要常抓不懈。惟有奋斗，才
能创造历史，只有实干，方能成就未来。要总结此次活
动的经验，定期开展类似的擂台赛活动，安排评委参与
活动点评，确保每期活动的专业性，使活动效果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二是工作机制要持续优化。要做好压力
传导，各部门明确职责，各司其职，完善受理、办理、反
馈、监督的工作闭环机制，双向发力，靶向治理，及时发
现工作中出现的作风问题，及时纠正纠偏；三是人才红
利要高效利用。领导干部要切实发挥“关键少数”的作
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努力学得更深一些、更好一些，
以自身模范行动营造求真务实、创先争优的工作氛围，
青年干部要发挥勇吃苦、肯吃苦、能吃苦的精神，主动到
急难险重的环境中，到条件艰苦的基层一线磨练自己，
出主意、谋发展，
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主办：
青岛市李沧区司法局

法律援助热线：
87612348

“亮绩”
“赛绩”
擂台赛现场。

李沧公证处：8761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