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月29日，上海市崇明
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一起开设
赌场罪案。

据了解，2017年 5月至 2018年 5
月期间，樊某作为戴某（另案处理）的
下家，利用香港“六合彩”的开奖信息，
设定赔率，发展数人作为下家，公开接
受地下六合彩投注，供参赌人员进行
赌博，并获取投注额提成。同时，吴某
帮助樊某发展另外3人作为下家，并
替樊某收取地下六合彩投注和结算赌
资。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期间，
同为戴某下家的朱某利用香港“六合
彩”的开奖信息，设定赔率，通过电话、
微信接受参赌人员投注，供他人赌博，
并收取投注额提成。

截止2018年5月，樊某通过微信
和银行卡结算赌资共计人民币463万
余元；吴某通过微信和银行卡帮助樊
某结算赌资共计人民币75万余元；朱
某通过微信、银行卡结算赌资共计人
民币488万余元。

之后，被告人吴某、樊某先后向公
安机关主动投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
犯罪事实。被告人朱某被公安机关抓

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庭审中，樊某、吴某、朱某三名被

告人对开设赌场的事实供认不讳，法
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组织了
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充分听取公诉
人、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庭审中，
被告人数次痛哭，后悔不已。

法庭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樊某、吴
某结伙并伙同他人，被告人朱某伙同
他人利用香港“六合彩”开奖信息开设
赌场接受他人投注，其行为均已构成
开设赌场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

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
控的罪名成立，依法予以支持。在共
同犯罪中，被告人樊某发展众多下家
接受投注，犯罪情节相对较重，被告人
吴某帮助樊某收取部分投注，并帮助
樊某结算部分赌资，系从犯，依法予以
从轻处罚。被告人樊某、吴某自动投
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
首，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朱
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坦白，
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三人均系初犯、
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最终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的相关规定，以开设赌场罪分别
判处被告人樊某有期徒刑二年四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吴某拘役
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朱某
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五万元。

审理该案的法官表示：开设赌场，
抽头获利，助长了不劳而获的习气，极
大地损害了群众勤劳致富的意愿和社
会风气，甚至会诱发其他犯罪，破坏社
会安定。

据介绍，我国《刑法》第303条第2
款规定：“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本案中，被告人利用互联
网公布的香港“六合彩”的开奖信息，
自行设定规则接受下家投注进行赌
博，他们在各自家中，或在经营的饭
店、理发店等场所，通过手机微信、现
场接受投注，涉案赌资通过微信、银行
卡转账等方式结算，形成长期、稳定、
完整的“地下六合彩”投注赌博网络，
与传统的开设赌场相比较更具有隐蔽
性、渗透性，符合刑法规定的开设赌场
犯罪的构成要件。

公司能否因劳动者不诚信行为解除劳动关系？
案情简介
小芳（化名）于2015年4月进入欣

然网络公司（化名）工作，担任招商经
理，双方签订了为期 3年的劳动合
同。同年10月，欣然网络公司通过电
子邮件向全体员工告知企业的文化价
值观，即要求员工“正直务实、实事求
是、敢作敢为，拒绝个人利益诱惑，诚
信”。同时，欣然网络公司在员工手册
中规定，“伪造单据、文件、意图骗取公
司财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的行为，公司可随时单方面解除劳动
合同。

2017年4月，欣然网络公司通过
电子邮件通知全体员工，公司将组织
名为“我想大声告诉你，我的超人妈
妈”的母亲节活动，通过微信投票方式
选出“最走心的文案”，并明确要求“最
走心的文案”由公司员工决定，每个推
送文只能投一票。

在投票活动中，小芳通过其亲友
在淘宝网买票、在其他微信群要求群
友投票等方式，进行刷票，使得所获票
数远远超过公司员工人数。公司遂以

小芳违反员工应当遵守的诚信以及公
司一贯倡导的“正直务实”价值观且存
在意图骗取公司财物的行为为由，与
小芳解除劳动合同。而后，小芳提起
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获得
仲裁委支持。公司不服，遂向法院提
起诉讼。

判决结果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正直务实”

是原告的企业价值观，且原告已将该
价值理念及相关的规章制度告知被
告，对被告具有约束力。原告举办的

“母亲节投票活动”明确规定了活动规
则，且通知被告。小芳在参与母亲节
活动的过程中存在刷票行为，显然违
背了活动初衷，违反了活动规则及“正
直务实”的企业价值观，亦是属于“伪
造单据、文件，意图骗取公司财物”的
行为。欣然网络公司据此单方解除和
小芳的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合法解
除，故判决原告欣然网络公司无需支
付被告小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一审判决后小芳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条件下，企业

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
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
它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
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企业制度等，
其中价值观是企业的核心。企业文化
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企业
个性化的根本体现，也是企业生存、竞
争和发展的灵魂。

欣然网络公司倡导员工树立正直
务实、实事求是、诚实信用的价值观并
将该价值观作为员工的行为准则，要
求员工贯彻执行。小芳参加了欣然网
络公司开展的母亲节活动，为了获取
价值高的礼品，采用与正直务实的企
业文化价值相背的手段，分别让亲友
刷票，使其获得大量投票数。小芳的
刷票行为，属于伪造企业单据、文件的
行为，意图就是获取企业财产。欣然
网络公司为了严格执行企业各项规章
制度，教育广大员工遵纪守章，杜绝弄

虚作假的投票行为，对小芳严重违反
企业规章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
决定解除双方劳动合同于法有据，不
应承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的法律责任。

对于劳动者来说，企业文化并
非虚无缥缈的口号。劳动者应当遵
守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得自己
的言行与企业倡导的文化价值相契
合，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可
以通过将企业文化列入劳动合同、
规章制度、员工手册等书面载体，从
而直接约束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
法相关规定，企业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的，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如果企业未事
先通知工会的，可以在起诉前补正
有关程序。

□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供稿

多人因开设赌场获刑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于思媛

菜场顺手“牵”螃蟹
阿姨构成盗窃罪
说起螃蟹，大家可能第一个会想

到阳澄湖大闸蟹，但其实崇明老毛蟹
也很赞，它还有个更洋气的名字叫“崇
明清水蟹”，曾在“全国河蟹比赛中”获
得过多个奖项。

美味的清水蟹，在菜场看到就有
想带回家尝尝鲜的冲动。本期检察官
讲堂和大家讲的案例就和蟹有关，一
位阿姨偷蟹的故事。

【案情简介】
一天，邹阿姨像往常一样，拎着菜

篮子到菜场买菜，逛了一圈，看到一个
摊位上没人，但有一包绿色网线袋扎
好的蟹放着。邹阿姨四下看了看，发
现没人注意她，便假装拿起那袋蟹掂
量，还挺沉的，然后就顺手牵羊将蟹放
进自己的篮子里回家了。

第二天，邹阿姨再次来到那个菜
场，竟然又发现摊位无人的情况，于是
她又像前一天一样顺利地将一袋公蟹
顺手拿走。之后，摊主发现蟹被盗，便
报了警。让邹阿姨万万没想到的是，经
过民警的侦查，菜场的监控录像完整地
拍摄下她整个盗窃过程。邹阿姨两次
共计窃得价值人民币1300余元的蟹。

【判决结果】
邹阿姨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其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
四条的规定，构成盗窃罪。崇明区人
民检察院以盗窃罪对被告人邹某某提
起公诉，后经法院审理，邹某某被判处
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一千元。

【检察官评析】
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黄靓雯提醒

市民：俗话说，贪小便宜吃大亏，为了
贪图一点点利益的邹阿姨最终受到了
法律的惩罚。根据上海地区的司法解
释，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就
达到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
的“数额较大”标准。本案中，由于邹
阿姨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故根据
相关司法解释，其盗窃财物价值仅需
人民币500元即符合“数额较大”的入
罪标准。由此可见，法律也在教育我
们，每个人都可能犯错，但不能一错再
错。现在正值蟹肥味美的时节，我们
万不可因满足口腹之欲做偷盗之事。
平时也应提高法律意识，并坚守道德
底线，杜绝小偷小摸。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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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实施
抢救后，基地将为中华鲟提供专门的
栖息场所，让它们顺利完成各项生理
调整，然后放流，让它们回归大自然。
2004年以来，保护区已连续数十次开
展中华鲟等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
动。崇明，正在为保护全球生物多样
性贡献“中国智慧”。

在崇明长兴岛，青草沙水库已为
上海市民提供优质淡水7年多。这座
水库占地约70平方公里、容量4亿多
立方米，相当于10个杭州西湖。它改
变了上海大部分自来水源取自黄浦江
的格局，如今该水库已占上海原水供
应总规模的一半以上，成为上海人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是湿地修复，还是保护候鸟、
中华鲟，亦或是提供优质原水等，“生态”
二字，正是崇明发展之基、独特优势。这
些年来，崇明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下
的真功夫，使其“上海可持续发展重要战
略空间”的定位越发名副其实。

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群众的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满足温饱到向往更
美好的生活，人们的生活理念、生活方

式也在不断“升级”。崇明建设世界级
生态岛，积极倡导和推行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让环境更宜居、生活更具品质。

绿色生活，从垃圾分类做起。自
去年6月以来，崇明在横沙乡试点的
基础上全面推开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
作，目前，崇明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
已覆盖全区，“垃圾河滩随手扔，路过
都要捂鼻子”的日子一去不返。在这
过程中，崇明的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可
以说是亮点频现：开展垃圾分类定时
定点投放，对垃圾清运车进行实地跟
车检查；全区6座建筑垃圾中转站、餐
厨垃圾处理厂技改项目，以及231个
区级低价值再生资源点站场建设等项
目有序推进；全新的崇明生态环卫大
数据管理系统即将上线，可实时监控
各乡镇湿垃圾处理站运行情况……崇
明还在探索更多鼓励、约束的长效管
理机制，让广大市民更好、更自觉地参
与垃圾分类，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
的全覆盖目标。

水是崇明生态系统的核心，自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崇明的水环境
治理工作，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不断
进行调整提标。如今，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黑臭河道、劣Ⅴ类水体整治等工
作，成为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的重头
戏。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为例，崇明
明 确 到 2018年 ，实 现 全 区 处 理 率

100%的目标。崇明与多家世界级选
手合作，在前期试点取得显著成效的
基础上，在18个乡镇全面推开，经过
一段时间运行，崇明的许多村沟宅河
已恢复往日的清澈，水中鱼虾悠游，又

“活”了起来。
崇明四面环水，过去相当长一段

时间，出岛要经水路，还要“看天”。自
上海长江隧桥通车后，天堑变通途，崇
明人圆了“千年梦”。但追求不止于
此。对标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目标，崇
明正在绿色出行、智慧交通方面进行
探索实践。近年来，崇明的交通体系
正逐步从“烧油”向“用电”转变；到
2020年，区域内、跨区（市通郊）运营公
交车全部更新为新能源汽车；共享电
动汽车网点发展到300个，车辆投放规
模超600辆……崇明还将进一步提升
智能化交通水平，为重大工程建设、大
型活动交通组织等提供辅助决策，为
出行者提供公交、停车、换乘等信息。
此外，崇明还将先行试点建设“智慧交
通岛”，积极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
驶汽车等新技术在崇明优先使用。

崇明一直在研究探索一条适合
自身的发展路径，走过 40年风雨历
程，终于“换道前行”——在坚持“生

态立岛”的原则下，走生态发展之路，
将生态环境优势不断转化为生态发
展优势，让老百姓感受到好生态的

“发展红利”。
庙镇合中村的乡间道路边，13幢

英伦风的乡村别墅颇为惹眼，它们由
普通的乡村民宅改造而来，如今已是
市民休闲放松的好去处。这里便是崇
明首家正式运营的开心农场——香
朵。人们在此可感受“坐在稻田里喝
咖啡”的意境，既有都市生活的精致，
又有乡村生活的野趣。游客流连忘返
的同时，农村的“沉睡资源”也被唤醒，
土地、房屋被充分利用，百姓可出租房
屋拿租金，还能在开心农场当厨师、饲
养员、服务员等，领一份工资。

开心农场的发展，是崇明探索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的一个缩影。崇明找
到“生态发展之道”，是一个不断摸索、
碰壁、再尝试的曲折过程。上世纪80
年代，崇明吸收市区工业辐射，大力发
展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实现了经济
高速发展。不过，上世纪 90年代开
始，岛屿经济的劣势显现，崇明工业发
展陷入滑坡亏损。

是继续走老路子，还是另辟蹊
径？崇明选择了后者。正视发展传统
经济的“先天不足”，崇明扬长避短，充
分发挥区位和生态优势，把发展经济
和保护环境协调起来，取得明显成

效。崇明生态岛建设，被作为典型案
例编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色经济教
材，向全球42个岛国推荐。此后，《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
崇明2035总规相继发布，“世界级生
态岛”的建设目标到2035年将基本实
现，到2050年将全面完成。

对崇明来说，“生态”就是最大的
价值、最大的品牌，加快发展生态产
业，加快优势转化，只争朝夕。就在今
年“十一”黄金周，不用化肥、不用化学
农药的“两无化”崇明大米刚上市，就
成为抢手货，50元一斤的价位，不但
没“吓”跑消费者，反而让它更走红。
因为，“两无化”崇明大米不仅胜在生
态种植方式，更包含了一种价值，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因创新而生的“两无
化”大米，每亩可增加2000元净收入。

区域公用品牌的打造是提升生态
产业能级的重要一环，各方面也在进
行积极探索。在崇明西红花主产地之
一的庙镇永乐村，统一以“崇明西红
花”为品牌进行销售，村里还计划建西
红花基地，办西红花节，以此让更多人
真正了解崇明西红花。而在堡镇上海
新申乐活果蔬专业合作社，金瓜、水蜜
桃、黄桃、翠冠梨等农产品被销往香
港、新加坡等地，在当地畅销的同时，
也提升了崇明农产品知名度，带动了
国内市场销售。

将生态发展进行到底

追求更高品质发展无止境 扩大好生态的“发展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