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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 月 1 日，浦东新区
某镇人民政府接到举报：该镇一
住宅区的业主王某某擅自砍伐其
住宅区北侧的一棵香樟木。
收到举报信息后，该镇人民

政府执法人员前往现场勘查。
2020 年 7 月 29 日，该镇政府对
王某某作出第 2202803001 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其于 2020
年 5 月 1 日在其住宅区北侧实
施擅自砍伐树木的行为，违反了
《上海市绿化条例》相关规定，对
王某某处以树木补偿标准五倍的
罚款，共计 90310 元。

王某某不服该行政处罚，于
同年 8 月向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
王某某为何不服？其行政复

议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
经调查核实，该住宅小区内，

因开发商在规划建设住宅时未合
理设计，该小区内树木普遍距离
外墙较近，而小区内建设之初种
植的小树经过十余年生长，均生
长成为直径大于 25 厘米的粗壮
树木。
王某某擅自砍伐的香樟树即

系因住宅规划之初未合理设计种
绿，影响居住环境的典型，该树木
位于王某某住宅后院距外墙约 1

米处，经过十余年的生长，根系发
达，缠绕了地底的管线，每逢雨
季，王某某房屋内便发生漏水和
污水倒灌，给其生活造成了不利
影响。

王某某实施砍伐行为之前，
曾向物业和居委会反映前述情
况，并希望有关部门予以解决，但
物业和居委会没有给出解决方
案。
2020 年 5月 1日，王某某决

定雇佣工人自行移植树木，但在
挖掘树木根茎过程中发现树木根
系缠绕煤气管线，无法移植，遂将
树木砍伐。
在本案中，行政机关依照法

律规定对未事先取得相应砍伐手
续的树木砍伐行为进行行政处
罚，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
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具有合法
性。
但该处罚决定并没有让王某

某“心服口服”。
“我也知道小区内的树木不

能随意砍伐，但这个树木对我和
家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多次反映后相关部门仍迟迟不
给解决方案。”在王某某核实案
情过程中，王某某向检察机关表
示。

墙边香樟树砍了赔 9万
不砍家里又遭污水倒灌

这一争议最终有效化解

2 月 13 日下午 1 点 50 分
许，家住松江区泗凯路 291 弄的
赵先生准备驾车出门，谁知刚刚
把车开出地库，在驶经小区 11 号
楼时，突然头顶传来了“砰”的一
声巨响，赵先生抬头发现，汽车的
天窗已经被砸碎变形。

惊慌之余，赵先生赶忙停车，
下车查看，发现汽车天窗上残留
着一个破碎的玻璃酱料瓶，而汽
车天窗也被一并砸碎。
“车里的小朋友都被吓哭

了，掉下来的玻璃渣还把手刹卡
住了。”赵先生说，万幸的是，车
里的人没有受伤，而他在下车后
也第一时间朝楼上望去，但是没
有看见高空抛物的人，于是，赵先
生赶紧报了警。

很快，警方来到现场，联系到
小区物业，展开调查。

昨日，记者来到赵先生所在
的小区，在事发的 11 号楼前，发
现了物业安装的一个对着天空的
摄像头。据物业工作人员介绍，整
个小区里，只有这栋楼前安装了
这个设备，而在摄像头底下，则停
放着一排私家车。

住在 11 号楼的周先生告诉
记者，他们这栋楼前经常有各种
各样的生活垃圾被扔下来，让住
在附近的居民苦不堪言。
“有时候是菜叶子，有时候

是咸肉，有时候直接泼水下来。”
周先生说，这些生活垃圾被扔下
来后，往往就掉在居民的车上，他

们这栋楼的居民已经向物业和居
委会反映了多次，但是由于找不
到扔垃圾的人，所以都有些无奈。
“楼下这么多小孩子在玩，

如果砸到孩子怎么办？”说起几
天前玻璃瓶砸车的事，周先生依
然感到非常气愤。

为什么高空扔了这么多垃
圾，却始终找不到扔垃圾的人？小
区物业黄经理表示，从 2020 年 9
月份至今，他们陆续收到了十余次
居民投诉，所有投诉高空抛物的地
点都指向了11号楼附近。

为了杜绝高空抛物的安全隐
患，物业公司联合居委会、社区民
警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并张贴
了禁止高空抛物的告示。

然而，宣传之后的效果并不
明显，生活垃圾还是不时出现在
楼下，物业公司、居委会决定安装
一个对着高空的摄像头，并在去
年 10月份安装完成。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高空抛
物的现象有所消停。

然而，到了今年 2 月份，11
号楼前再次出现了生活垃圾，高
空抛物现象“死灰复燃”，直到这
次，赵先生碰上的玻璃瓶砸车事
件。

根据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
警方很快锁定了住在 11 楼的黄
阿姨。据了解，年过六旬的黄阿姨
因贪图省事，时常从 11 楼向窗外
抛扔生活垃圾。尽管社区干部多
次上门宣传教育，黄阿姨仍然我
行我素。

在证据面前，黄阿姨对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黄阿姨已被
松江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我们曾经上门拜访过这位

业主，但是她始终没有承认高空
抛物。”黄经理说，希望这次事件
能够给所有人一个警示，知晓高
空抛物的危险性，杜绝此类事故
发生。

警方提示，高空抛物、坠物行
为损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极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引发社会矛盾纠纷。松江警方将
依法惩治此类犯罪行为，有效防
范、坚决遏制此类行为发生。

见习记者 陈 泉

2月 13日，家住松江区泗凯路 291弄的赵先生驾车出门，刚开出地库，突然头顶传来“砰”

的一声巨响，他抬头一看，汽车天窗已被一个玻璃酱料瓶砸碎，“车里的小朋友都被吓哭了”！

近日，经过松江警方调查，高空抛下酱料瓶的幕后“黑手”———家住 11 楼的黄阿姨被刑

事拘留。 小区居民说，年过六旬的黄阿姨为贪图省事，经常从 11 楼向窗外抛扔生活垃圾，虽

经宣传告知依然我行我素，直至这一次闯祸。

贪图省事11楼抛扔生活垃圾 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天降玻璃瓶砸碎天窗
业主屡教不改被刑拘

见习记者 陈 泉 通讯员 施晨霞

一棵种在住宅外墙边的香樟树，经过十余年生长，缠绕了地底
的管线，每逢雨季，房屋内便会发生漏水和污水倒灌，业主王某某多
次向物业和居委会反映情况，但始终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王某某无
奈擅自砍伐后，却被处以树木补偿标准五倍罚款，共计 90310元。

针对这一争议，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受新区司法局邀请，作
为该行政处罚申请复议案的陪议机关，共同参与该案的争议化解
工作，最终实现争议的有效化解，为该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砍还是不砍？

一起行政处罚案，行政机
关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处罚决
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具
有合法性。但深究事件的背后，
该处罚在合理性上有一定欠
缺，被处罚人不服，遂申请行政
复议。

2020 年 12 月 10 日，浦东
新区司法局依据与浦东新区人民
检察院签署的《关于在行政复议
中共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的工作意见（试行）》召开联席
会议。

最终，经调查核实并对案件
进行全面审查后，浦东检察院与
复议机关均认为，行政机关依照
法律规定对未事先取得相应砍伐
手续的树木砍伐行为进行行政处
罚，于法不悖。但本案的案发有
其特殊性，王某某在砍伐树木之
前已多次向物业、居委会及相关
部门反映情况，相关部门未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与本案发生有直接

关联性。
另外，王某某在行政程序中

对其行为违法性有充分认识，并
承诺愿意采取补救措施，补种树
木。

综合考量前述因素，浦东检
察院建议：在王某某已经履行处
罚决定缴款义务的情况下，可由
责任主体物业公司自愿对其作出
一定的经济补偿，也作为物业公
司承担其过错的变通方式。另由
王某某及时在小区内补种一棵同
类型树木。

上述建议得到复议机关认
同，通过与相关部门、申请人王某
某进行充分沟通、协调后，各方均
予以接受。

2020 年 12 月 30 日王某某
向复议机关提出撤回行政复议申
请，2021 年 1月 5日复议机关作
出终止行政复议通知书并向浦东
检察院出具该案争议化解成功确
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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