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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丙洲社区居委会的庭审
现场有些简陋，
被告席前，一张木
头椅和一把塑料凳叠放在一起，
用来摆放话筒。
“这是我们刻意为之。”同安
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表示，把
开庭地点搬到丙洲村的村部来，
通过巡回审判以案说法，是为了
让更多村民和渔民一起来现场感
受法治的力量。据了解，
这场特殊
的庭审邀请了区人大代表、村民
群众等40余人旁听。
“休渔期还是要找点其他事
情做吧。”旁听席上，
一位丙洲社
区的渔民感叹道。在丙洲社区，
许
多人都以打鱼为生，个别渔民此
前心存侥幸，
在休渔期捕捞，
如今
大家都打消了这个念头。
此次，在中国渔政厦门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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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同安区丙洲社区
居委会的一间活动室被布置成临
时法庭。
“后悔。”被告席前，来自丙
洲社区的渔民陈某滨低着头说。
如今，他成为厦门因在休渔期内
进行电鱼捕捞而接受刑事审判的
第一人。
最后，
审判长宣读判决文书，
判决被告人犯非法捕捞 水 产品
罪，
判处罚金2000元，
随案移送的
作案工具予以没收。数十名丙洲
社区居民现场旁听了此次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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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何某没有多想，慷慨地给
=>_`GH abb c_
d efgh“我有个同学还不 “刘某”转账。
何某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无
错，介绍给你认识吧。”看似好
话不聊的朋友竟然是马某扮演
心的牵线，女子马某实则在是
的。2018年8月，
何某催“刘某”
“ 下 一 盘 棋 ”—为
—— 骗 何 某 钱
还款，但只收到6000元。今年2
财，她谎称要介绍自己的同学
月，
何某选择报警。5月21日，马
“刘某”给何某认识，随后假冒
某在同安被抓获。近日，湖里法
“刘某”通过微信，与何某聊天
院开庭审理此案。经审理，湖里
并骗取钱财。
法院认为，被告人马某以非法
2018年 6月 ，经 过 马 某 介
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
绍，何某很快与“刘某”熟络起
来，两人频繁聊天。聊着聊着， 人钱款人民币8020元，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最
“刘某” 开始向何某求助，
“我
终，马某因诈骗罪，一审被湖里
哥哥赌博被抓需要保证金”“没
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
钱还 ‘花呗’”“没钱参加同学
人民币1000元。 :$;9%9%%
会”……理由一个接一个，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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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警、
同安检察院、
法院等部门
的积极推动下，厦门实现了休渔
期电鱼案件“行刑衔接”零的突
破，展现了厦门坚决向电鱼违法
捕捞行为“亮剑”，
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的决心。
同安区人民法院一位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群众听完今天的
庭审，可以更直观地意识到生态
的重要性、
法律的重要性，
每个人
可以成为普法宣传员，做生态审
判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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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后，
被告人陈某滨表示，
此前没想到电鱼会触犯刑法，更
没想到今天还要在这么多人面前
接受审判。
今年7月14日，陈某滨明知
厦门正处在伏季休渔期，仍在网

上买了电鱼工具，伙同另一人出
海捕鱼。当晚，
在厦门大屿岛附近
海域，两人被中国渔政厦门执法
支队的队员当场查获。在执法人
员的监督下，所捕的三斤渔获物
被倒回海中。陈某滨称当时知道
休渔期不能捕鱼，也知道电鱼违
法，
只是因为生活所迫，
抱着侥幸
心理。
“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如
今，
陈某滨非常后悔自己的行为。
2000元的 罚金 以及 没 收 作
案工具，法院显然已经对陈某滨
从轻处罚。据了解，
非法捕捞水产
品情节严重，要被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等刑罚。
据了解，陈某滨认罪态度良
好，
检察院审查期间，
还曾自愿购
买了鱼苗，采用增殖放流的方式
进行生态修复。
:$;9%9%<

2"3456789
:;<=>,?@AB
=>_`LxyzGH {|
} c_d ~ h 一男
子眼馋人家的蜜蜂养得好，于是
趁着夜黑偷走两箱，进出作案现
场时，
该男子还用衣服包着头，
上
演了活脱脱的一出“熊出没”。
11月27日，晋江警方接到
西园街道官前社区的吕先生报
警称，其养在自家房屋后的7箱
蜜蜂 被偷 走了 2箱 ，损 失 价 值
5000多元。民警调取监控录像
发现，
11月25日晚上8点多，一
名男子骑一辆电动车两进两出
案发现场，并用衣服包着头，两
次离开现场时电动车后座都载

着一个蜂箱。通过调查，民警在
官前社区一处临时搭盖内抓获
盗窃嫌疑男子张某（64岁，湖南
人），并当场追回被盗的两箱蜜
蜂。
据张某交代，他很喜欢养蜜
蜂，几天前，其经过吕先生家房
屋时发现人家把蜜蜂养得很好，
眼红的张某便趁着夜黑偷了两
箱。至于为什么要用衣服包着
头，张某交代说一是为了防止被
蜜蜂蜇，二是因为在同一个社区
担心被人认出来。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警
方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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