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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组织起诉长安汽车违法售车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被告需在北京市内安装百根充电桩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销售了 2000 余辆不符
合环保要求的汽车，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提起环保民事公益诉讼诉至法院。 经调解，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确认被告已完成赔礼道歉、召回、整改等行
为，同时由被告在北京市范围内公共场所安装新能源电动汽车充
电桩 100 根，并在充电桩处标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环境
公益充电桩”字样。

销售车辆污染大气被诉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5
年 7月 21日起对长安汽车公司
进行调查，发现该公司在北京地
区销售的机动车中，有两个车型
不符合环保要求。其中一车型在
北京市场销售 274辆，销售违法
所得为 188.8万元；另一车型在
北京市场销售 1912辆，销售违
法所得为 1071.7万元。市环保局
于 2016年 1月 6日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书，责令长安汽车公司停
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罚款 378万元。
中华环保会、绿发会起诉
称，请求北京市四中院判令：1、
长安汽车公司立即停止在北京
市范围内销售不符合《轻型汽车
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
国第五阶段）》要求的两个车型
汽车，并且召回已经在该地区销

售的车辆；2、判令长安汽车公司
采取措施或替代修复措施，修复
被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如长安
汽车公司不履行修复义务，请求
判令其应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3、判令长安汽车公司
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
完成、危害排除期间服务功能损
失；4、判令长安汽车公司通过北
京市级以上公开媒体向社会公
众公开赔礼道歉；5、判令长安汽
车公司承担中华环保会和绿发
会为本案诉讼支付的相关费用
及其他合理支出。
长安汽车公司辩称：长安汽
车公司于 2016年 1月 13日通
过互联网等媒体以公告形式向公
众公开致歉，并向北京市环境保
护局和社会公众通报了超标原因
分析与改正措施。

达成调解安装百根充电桩

诉讼期间，经中华环保会申
请，中华环保会与长安汽车公司
达成一致性意见，法院委托相关
机构进行了鉴定。根据被告已售
车辆的超标排放量，若采用安装
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的方案折
抵，共需安装 75跟至 116根充
电桩，治理成本约 112.5万元至
174万元。双方对该鉴定意见书
均不持异议。诉讼中，经法院批
准，长安汽车公司按照鉴定意见
书中提出的修复建议，在北京地
区采取安装新能源电动车充电桩
的方式修复大气环境。截至 2018
年 11月 27日，长安汽车公司已
安装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 46
根，正在准备安装新能源电动汽
车充电桩 26根。
根据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
长安汽车于调解书生效之日起

立即停止在北京地区生产、销售
不符合标准的两个车型的车辆，
承诺通过完善生产工艺和技术
的方式，保证今后生产销售的两
个车型的车辆均符合国家环境
保护标准和销售地区的地方环
境保护标准。
长安汽车在北京市范围内公
共场所安装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
桩 100根，并在充电桩处标明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环境
公益充电桩”字样，安装期限不超
过调解书生效之日起 18个月。
长安汽车对上述充电桩负有维护
义务，单根充电桩的维护期为 5
年。维护期内，长安汽车于每年
12月 31日前向法院及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书面汇报充电桩的使
用及维护情况。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美容致脸部失衡
起诉理发店索赔 5 万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颜斐）陈
女士在一家理发店接受面部超声
刀美容后，导致右脸颧骨处有硬
结、左右脸大小失衡，不仅花费
了 1000余元诊疗费，同时 1个
月无法上班。因认为该理发店没
有诊疗资质，设备低端简陋，她
将该理发店起诉至法院，索赔诊
疗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共计
54780元。目前，通州法院已受
理了此案。
陈女士诉称，去年 5月 22
日，她在被告通州区某理发店进
行了面部超声美容刀手术，缴纳

了服务费 7780元。因店内美容
人员不具备专业素质，机器设备
低端，陈女士手术后右脸颧骨处
有硬结，左右脸大小失衡，均有凹
凸不平的状况。此后，她在医院进
行了治疗，花费诊疗费用 1000
余元，也导致 1个月内无法上班
工作，造成了较大的误工损失，精
神上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而被
告不仅对原告合理损失分文未
赔，连收取原告的服务费用也拒
绝返还。
目前，此案正等待进一步审
理中。

整治违法车辆
昨天，北京市交管局在回龙观天通苑地区的专项整治共出动各种执法力量 200 多人，整顿
组 10 个，扣留各种违法车辆 20 辆，查获非司机、准驾不符和使用假牌人员 14 人，拖移违法停
车 20 辆，处罚各种交通违法 380 起。
首席摄影记者 吴宁 / 摄

快递小哥丢货 民警倒查监控找回
北京晨报讯 （首席记者
张静雅）

快递小哥派送货物途
中不慎将物品遗失，通州次渠
派出所民警通过倒查监控录
像发现拾捡人，约两个小时将
遗失物品找回。昨天，快递小
哥专程送锦旗表示感谢。
11月 22日 11点多，次
渠派出所接快递员张先生报
警求助，他刚刚在派送货物的
过程中，突然发现放置在车上
的一个轮胎快递遗失，希望民
警帮助找回。
经了解，张先生约在半小
时前，驾车行驶到次渠金海产

业园附近时，隐约听到有物品
落到地面的声音，通过反光镜
看到路面上疑似有个物品，但
他没有多想，继续驾车行驶，
当行驶到前面不远处的一个
路口等红绿灯时，才发现轮胎
快递遗失。
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货物
遗失地点和大概时间，民警
立即调取了该地区的监控录
像，并发现了货物遗失的全
过程。当日 11点 10分，张先
生驾车行驶到金海产业园附
近，可能出于躲避路面障碍原
因，车辆有明显的摆动情况，

导致车上的一件物品遗落地
面，并滚落到路中间的绿化带
旁。此时，一辆银色小轿车停
了下来，从副驾驶位置疑似下
来一名男子将遗落物品放到
车辆后备箱后驶离。
根据车辆的车牌号码，
民警很快便联系上了车主。
经工作，该男子承认捡拾到
一个汽车轮胎，并在约定的
时间和地点将物品交给张先
生。昨天上午，张先生制作
了一面锦旗专程送到民警手
中，对快速帮其找回遗失货
物表示感谢。

女子地铁抢座打人被拘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首席
记者 张静雅）

北京警方昨天
通报，12月 3日，乘客郑某
（女，41岁，黑龙江鸡西人）在
乘坐地铁 8号线时与乘客王
某因抢占座位发生纠纷，引
发口角，后郑某推搡并掌掴
王某，王某遂报警，警方依法
受理并开展调查。经工作，昌
平沙河地区民警将嫌疑人郑
某抓获。郑某对其殴打他人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
郑某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7
日，并处罚款 200元。

“其实没多大的事儿，就
是因为抢座，两个人打了起
来。”目击者吴女士告诉北京
晨报记者，事发时，车厢内突
然传来骚动。“原来一名中年
女子和另外两名同行的人把
一个小伙子打了。”吴女士
说，打人的女子看起来有四五
十岁，身穿绿色外衣。“小伙
子全程没有还手”。
另外一名目击者李先生
称，当时到了换乘站，很多乘
客下车。小伙子找到了一个座
位，刚想坐下，却被一名冲过

来的中年女子推开。“她一个
人占了三个人的座位，还推搡
其他人，不让人坐空座位，真
的很蛮横。”李先生称，小伙子
质问女子为什么占座，可是女
子一行人十分蛮横。“他们就
在车厢里吵了几句，我们本以
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谁想
到，这名女子突然冲上去打了
小伙子一个嘴巴。脸上都打青
了，下手可真够狠的”。
目前，郑某被警方依法
行政拘留 7日，并处 罚 款
200元。
线索：吴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