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园水杉林喷雾景区受热捧 游客下桥拍照踩死植物

水杉栈道“仙境”被迫拉铁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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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植物园樱桃沟水杉林喷雾景区自 2014 年开放以来一直受到游客热捧，喷雾弥漫在水杉林中，云雾缭绕，被称

赞“有如仙境”。但近日有游客反映，水杉林栈道两侧新拉起铁丝网，将游客行走的栈道和外面的景色隔离开来。
“不觉
得铁丝网很煞风景吗？”对此，植物园方面表示，拉铁丝网是为了防止游客在游览时违反园区规定，强行下到栈道下方进
行拍照等行为。这些行为给该区域的植物造成伤害，等到栈道下方植被恢复正常之后，园区会将铁丝网予以拆除。

北京法院受理
首例环境公益诉讼

近日，有游客反映，自己专程带家人前往北京
植物园樱桃沟，想去逛逛广受好评的水杉林喷雾景
区，没想到景区内人行栈道两侧拉起了一米多高的
铁丝网，
“和景区的景色很不和谐，有点失望。”也有
游客表示：
“为什么会这么设计，减少了美感。”植物
园樱桃沟水杉林喷雾景区去年开放，游客可以漫步
在水杉林中的栈道上，水杉林中不时有喷雾飘起，
烟雾弥漫在水杉林和栈道上，被很多市民称为夏日
清凉好去处。
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前往植物园樱桃沟水杉
林景区，
弯弯曲曲的栈道两侧都竖起了约 1.2 米高的
铁丝网，铁丝网将水杉和栈道隔开。水杉林附近的
景区工作人员称，
铁丝网刚拉起了20多天，
是为了防
止游客翻越栈道栏杆下到景区里面。游客孔先生
说：
“这铁丝网确实有些煞风景，但如果是因为防止
游客随意翻栏杆下去，
那也可以理解。
”
针对水杉林喷雾景区设铁丝网一事，植物园相

当植物恢复正常生长后铁丝网将拆除
关负责人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水杉林喷雾景观栈
道下方种植了大量的植物，部分游客在景区内游览
时，
无视周边
“请勿下栈道”
牌示，
也不听从管理人员
的劝阻，强行到栈道下方进行拍摄。这种行为不仅
给该区域的植物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
“都快被踩死

了”
，
栈道下方的湿滑环境也对游客的游览安全造成
了很大的影响。
植物园工作人员表示，也有许多游客向园区投
诉类似不文明行为，园区方面在综合考虑各方游客
和专家的意见以后，采取了迫不得已的办法，即在
水杉林喷雾景观栈道周边铺设了铁丝网,主要目的
是保证游客在该区域的游览安全，阻止游客进入栈
道下方，
同时也是为保护该区域的植物资源。
工作人员称，经过现场评估，铁丝网对地被植
物的保护效果良好，部分地被植物已经恢复生长，
对景观的影响也降到了最低。此外，北京植物园相
关负责人还表示，采取这种方式也是园方的无奈之
举，给植被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等栈道下方植物
恢复正常生长后，植物园将对景区内的铁丝网予以
拆除。
文/本报记者 高语阳 王斌
实习记者 黄茜 翟浩澜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线索提供/李女士

开着宝马去盗窃 小偷曾是赛车手
7 月 10 日，房山警方在刑侦总队的配合下成功
破获了一起系列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警方在对
嫌疑人王某的住处进行搜查时，起获手机、笔记本
电脑、黄金首饰、玉石等赃物百余件。目前，王某已
初步交代案件 3 起，警方正在全力核实其余赃证物
来源，
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6 月 29 日，家住西潞街道的张女士向警方报
案，
称家中被盗，
丢失现金 2 万余元、手包一个、银行
卡数张。据张女士透露，丢失的其中一张银行卡内
有百万余元存款，还写有密码。侦查员在事主张女
士家中发现，门窗无明显撬动痕迹，门锁也没有明
显损坏，因此初步认定此案件为技术开锁入室盗窃
案件。
随后，房山刑侦支队良乡中队侦查员发现，事
主张女士一张银行卡于 6 月 29 日当天有两次消费：

一次是在加州水郡一 ATM 取款机取款 2 万元，另
一次则是在区内某商场金银首饰店内刷卡 10 万余
元购买黄金饰品。
获此突破线索后，侦查员迅速调取并查看了现
场及周边的监控视频，发现一名男子持事主银行卡
在 ATM 机取款后，进入一辆蓝色的宝马 MiNi 汽
车。很快，警方锁定了嫌疑人王某（男，34 岁，北京
市丰台区人），
并针对王某展开布控。
通过调查，侦查员确定嫌疑人王某居住在丰
台 区 朱 家 坟 村 。 随 后 ，侦 查 员 于 7 月 10 日 上 午
在 嫌 疑 人 王 某 的 居 住 地 将 其 成 功 抓 获 ，当 场 起
获 手 机、笔 记 本 电 脑、黄 金 首 饰、玉 石 等 赃 物 百
余件。
据嫌疑人王某供述，其技术开锁的“本领”是从
网络上学来的，通过实验后才逐步掌握。在张女士

家盗窃得手后，王某迅速离开现场。在查看所盗之
物时，
王某发现除 2 万元现金外，
还有一张写着数字
的纸条。
为验证数字是否与银行卡密码有关，王某驾车
到加州水郡小区附近的一个 ATM 取款机开始尝试
输入数字，最终发现果然是其中一银行卡的密码，
便迅速提出了 2 万元现金。但其并未死心，接下来
又用这张银行卡在某商场的黄金首饰专柜购买了
10 万余元的黄金首饰。贪心不死的王某本想继续
购买，
最终却因银行卡被锁而无奈放弃。
据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王某本是一名赛车
手，经常参加各类汽车赛事，收入也很稳定，但其对
盗窃却“情有独钟”。面对警方的讯问，嫌疑人王某
坦言：
管不住自己的手。
文/房山社区记者 尹晓朦

疑买到问题苹果手机 男子退货被打
商城表示因买到假手机起冲突纯属无稽之谈

本报讯（记者 李铁柱）近日，在中关村某电子
城内，一名男子和一商家产生冲突，冲突中这名男
子头部受伤。有目击者称，双方冲突的原因是顾客
买到了翻新苹果手机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昨天，
受伤男子接受完治疗到派出所配合调查，事发店铺
则已经被电子城保安部封店。目前警方已对此事
进行调查。

现场：
涉事店铺已被封
昨天上午，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该电子商城，
找到了涉事商铺
“IT 旗舰广场”
。此时，
这家店铺的
门口已用布帘遮挡，并且贴上了封条，封条上写着
“商城保安部封”
，
日期为 7 月 21 日。
对于这家店店主的去向，紧邻该商户的一家商
户员工称，店主已经在派出所接受询问，但是具体
情况不清楚。
当北青报记者试图拍摄该店面时，旁边站着的
一名男子走过来不让拍摄，他说：
“这是我们商城的
规定，
谁都不能随便拍。
”
据一名目击者称，
当时大概在 5 点左右，
他听见
二层电梯处有人争吵并伴随一声大叫，随后就看见
一男子倒在扶梯附近，用手捂着头，头上流了很多
血。这名男子试图站起来但一直没成功，他的身边
站着几名年轻男子，
但这几人是否是
“IT 旗舰广场”
的员工不得而知。

原因：
疑因买到假苹果手机
对于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一名目击者称，从
当时双方争吵时说的话中判断，大概是这名男子在
店里买了个苹果 6 手机，
回去后发现有可能是假的，
要求退换，但老板却不给换。双方就骂了起来，并
最终发生冲突。后来，急救医生赶到，为男子进行
了包扎，
并将男子抬走。
“当时地上流了不少血。
”
目前，商场已经将涉事店铺封闭，并开始调查
双方是否有交易行为。受伤男子随后被送至朝阳
急救中心救治，初步判断为脑外伤，目前已经治疗
完毕，并没有生命危险。目前警方已对此事介入
调查。

市场管理处：
不排除有人炒作
据媒体报道，事件发生之后，商城市场管理
处的工作人员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他们调取
了当时的视频监控，从当时的录像来看，暂时还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对纠纷事件定性，需要了解更
多的情况。
监控录像显示，事发当日，被打的男子和女伴
到达电梯口的时候，
一名
“IT 旗舰广场”
的店员上前
和这对男女说了几句什么，随后就退回了店内。这
时，女子显得非常愤怒，用手指着那名员工走进了
店内，男子也紧随其后。大约 10 秒钟后，男子抬手
打了那名店内员工一拳，场面开始混乱。随后一名

穿着黑色制服、貌似店长的人出现在监控下，一下
将男子击倒在地。
市场管理处对媒体称，根据录像，这起冲突前
后总共不超过一分钟。对于网上显示的男子浑身
是血的照片，他们猜测血迹应该是男子在倒地过程
中磕碰造成的。对于网上所传的冲突导火索是男
子买到假苹果手机的说法，市场管理处对此进行否
认，认为属于无稽之谈。他们表示，不排除个别人
是在炒作。

中关村多次出现顾客被打事件
北青报记者查询媒体报道发现，此前中关村商
圈已经多次出现卖家跟顾客冲突事件。
2012 年，李先生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商城购物
时，与商城导购发生争执，随后李先生被几名导购
围殴，导致鼻骨和左手食指骨折，身上有多处擦
伤。后鼎好商城的两名打人导购因寻衅滋事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8 个月。
2010 年，市民刘先生因维修手机和对方发生口
角，摊位的男店员带人先在商城殴打刘先生，后又
追其至地铁 4 号线站台，
导致刘先生头皮血肿、
头皮
裂缝、
全身多处挫伤。
2010 年，顾客林先生在维修电脑时遭到两名男
子殴打，致使鼻骨骨折及头部和腰部不同程度受
伤，
需住院治疗。
线索提供/钟女士

本报讯（记者 李铁柱）昨天上午,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北京某环境研究所起诉北
京都市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芳园地产）、
北京九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九欣物业）固体
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此案为北京地区第一例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同时也是适用新修订的《环境
保护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受理的第一例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原告诉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的都市
芳园小区有一个总面积约 200 亩的湖泊湿地。该研
究所认为，这片湿地是小区及周边地区的天然“绿
肺”，承担着雨水蓄集和排出的功能，对防洪排涝有
重要作用。但自 2014 年 10 月起，
芳园地产、
九欣物
业不顾居民群众的反对，在没有办理许可手续的情
况下，
非法组织施工作业，
将建筑垃圾和建筑开槽土
等倾倒入湖，填埋湖泊区域，严重破坏了植被、湿地
等生态系统。至今，倾倒建筑垃圾等填湖行为仍在
进行，
原有湖泊区域四分之三以上被渣土填满，
连接
社区东西两岸的桥梁随之拆除，正常生长的植物群
落遭到毁坏，
原来的良好生态环境消失殆尽。
经小区业主多次向政府反映、
举报，
相关部门调
查认定：
2014 年 10 月 21 日，
芳园地产公司张贴《通
知》，
声称该公司决定将小区湖面进行平整绿化。10
月 22 日，该公司雇佣车队开始进行填埋作业，回填
土大多是工地渣土。但该公司并没有相关资质。
九欣物业则未经办理任何手续，在合法建成的
都市芳园小区湖泊区域内，通过填埋湖泊、毁坏天
然植被的方式消纳建筑垃圾，这一行为违反《环境
保护法》、
《土地管理法》等，严重破坏相关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稳定性，严重妨碍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
已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目前，北京四中院已正式受理此案，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理之中。

法院多项措施
严惩
“老赖”

本报讯（记者 孔德婧）自去年 10 月底开展集
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以
来，截至目前，全市法院共追究刑事责任 4 人，公安
机关协助查控逃匿被执行人 306 人，全市各级法院
自行司法拘留 636 人。全市法院执结案件 634 件，
执行到位金额 7836.24 万元。市高院执行局局长张
美欣表示，北京法院将综合运用罚款、拘留、限制高
消费、限制出境等多种措施，严厉打击各类拒执等
违法犯罪行为。
市高院在昨日召开的通报会上还对另外 9 个典
型案例进行了解读。高院执行一庭庭长龚浩鸣表
示，公布这些典型案例，目的在于向全社会警示，依
法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是每一个被执
行人的法定义务，任何心存侥幸，意图逃避、抗拒法
院执行，
无视司法权威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7 月 21 日，
最高法院新颁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
《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
定》。龚浩鸣称，
两份文件出台后，
有能力履行却拒不
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将会是法院强力打击的对象。
市高院执行局局长张美欣表示，北京法院将综
合运用罚款、拘留、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等多种措
施，
严厉打击各类拒执等违法犯罪行为。

八大处现
“响尾蛇”
园方称未见踪迹
本报讯（记者 李强）近日，石景山网论坛里出
现一则
“八大处发现剧毒响尾蛇，
爱爬山的千万小心
了”
的帖子。记者走访山友得知，
众多山友对于八大
处野山顶出现蛇并不感觉新鲜，
但
“响尾蛇”
的出现，
多数人都表示没有见过。八大处公园管理处负责人
认为，
公园外周边山区有一些草蛇很正常，
对于出现
“响尾蛇”一事公园也非常重视，并表示：
“一旦有游
客发现毒蛇类野生动物，
公园将及时处置。
”
八大处山顶发现毒蛇的帖子发出后，一名为
“蛇类研究者”的网友发帖辟谣。他表示，从蛇的花
纹和质感判断，被发现的蛇是一种名叫“短尾蝮蛇”
的毒蛇，是北京地区的本地蛇，在门头沟百花山一
带居多。像这种野生动物无意间误闯人类活动的
区域是很平常的。
“ 响尾蛇”生活在干燥的地区，在
八大处周边的山区，
这种蛇很难生存下去。
记者采访了八大处公园管理处副主任李长青。
据他介绍，
由于公园与周边山区紧密相连，
公园内虽
然没有发现过毒蛇的踪迹，
但还是提示游客，
一旦发
现蛇类等野生动物，
一定不要靠近它们，
而是告诉园
内工作人员，
由工作人员前去处置。另外，
公园内禁
止放生。这位负责人还表示，帖子中所提及的发现
蛇的位置属于公园外。
线索提供/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