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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峰湖流域污染问题由来已久，虽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两次督察整改，但未能根治。

治理不好的原因在哪里？是水的问题还是鱼的问题？
“实质是人的思想问题。凡是污染溯源都可归结到人类活动，万

峰湖污染的根源也恰恰是政府部门的思想观念，是要绿水青山还是
要金山银山，是生态保护优先还是经济发展优先？在何去何从的十
字路口，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路子不动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在新闻发布会
上亮明观点。

在前期调研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
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在于地跨三省（区），上下游、左右岸的治理主
张和执行标准不统一，仅由一省（区）检察机关依法履职督促治理难
以奏效,鉴于该案违法主体涉及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行政机关，数
量较多，如采取依监督对象立案的方式，不仅形成一事多案，且重复
劳动、延时低效，公共利益难以得到及时有效保护。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在结案时介绍，“万峰湖
专案”的办理经过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2020年2月，在专案组的部署下，广西、云南、贵州三地检察机关
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万峰湖专案工作情况，得到了三省（区）三
级党委、政府和相关行政机关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2020年4月，专案组对摸排的第一批30条案件线索进行研判，将
其中符合条件的22条案件线索交三地检察机关办理。因为新冠肺炎
疫情对鲜鱼市场的影响，针对违法养殖企业提出存量鲜鱼难以销售、
不能在限期内拆除养殖网箱的实际困难，高检院办案组一方面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另一方面从最大限度为企业纾困出发
建议在不投放饵料的前提下给予适当的宽展期。

2020年8月，专案组采取与相关行政机关共同巡湖、座谈等形式
开展办案工作，督促有关部门积极履职。

202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亲自带队赴广西
百色、贵州黔西南、云南曲靖等地现场办案，与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
行政机关座谈。在检察机关的督促下，相关各方密切协作，依法履行
职责，万峰湖湖面非法养殖等可视污染类问题彻底解决，广西、云南、
贵州三省（区）共拆除非法养殖网箱539323平方米。随后，专案组将
办案重点转移到巩固办案成效、建立长效机制和整治万峰湖干支流
污染等深层次问题上来。

2020年11月，专案组在云南省曲靖市召开了办案推进会，对加
快办案力度、提升办案质量、做好全案总结等工作作出部署。

2020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公开听证的方式来结案。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情况启动公

益诉讼立案程序到听证结案，万峰湖的水质从2017年的劣五类黑臭
水体到如今I类或者II类的优质水体，“病了”的万峰湖逐渐“健康”起
来。

“健康”起来的万峰湖迎来了绿水青山，更扛起为沿岸民众换来
金山银水的重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结案的同时开启办案“后半篇文
章”，推动沿湖五县（市）联合执法监管和统一生态养殖，沿湖五县
（市）形成共管、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对湖区实行统一
联合执法监管，合作成立“黔桂滇万峰湖渔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治
标”基础上实现“长治”，携手走上万峰湖流域长效保护、绿色发展和
乡村振兴之路。

（本组图片由记者蔡定平、彭高琴摄）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在生机勃勃的黔西南大地上，民营企

业遍地开花，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据权威数
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州民营企业累计
创造了就业岗位约90万个，民营经济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60%以上……

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坚强有力
的法治保障。

政法机关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肩
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打造更
好更优营商环境特别是法治化营商环境，
是政法机关应尽之责。

全州政法系统紧紧围绕依法平等保护
企业主体、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严厉打
击经济违法犯罪、公正办理经济纠纷案件、
提供便捷实惠服务措施、促进建设法治诚
信政府等方面积极作为，不断提升政法服
务质效，努力打造公平正义法治环境，为黔
西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
障。

勇做经济发展的“护航者”
州委政法委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强力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工作，出台《全州政法机
关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行动措施》，全州政
法机关以执法司法风气之正，助推营商环
境风气之正，以“店小二”精神创新完善执
法机制和方式，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提
升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法治“贡献
度”。

政法各单位迅速行动起来，结合各自
职能优势，从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加强产权
司法保护、强化企业安全防范、提供涉企法
律服务等方面，健全完善机制，明确具体举
措。法院系统制定提升企业满意度“10条
举措”，检察机关深化检企共建机制，开展

“一案一走访”活动，公安机关建立实施警
政企共商、共识、共建、共治、共享“三方五
共”机制,司法行政机关推出促进法治环境大提升18条措施。

贞丰久盛能源公司是一家能源企业，因民间融资、经营不善等
原因负债累累，于2015年停止生产后，拖欠260多名职工工资，企业
对外负债14亿余元，资产价值经评估不足9千万元。通过贞丰县法
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久盛能源公司完成增资及股权调整，实现职工
工资全额清偿，公司实现了复工复产，被债务缠身停产6年的久盛能
源公司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实践中，法院系统积极探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拓展
破产府院联动机制运用，组建速裁合议庭和破产合议庭，做到“快速
立案、快速审结、快速执行”，审结破产案件5件，盘活资产1.2亿元，
化解债务4.2亿元。

“碰到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企业来说真的就是‘灭顶之灾’。我们
能够走出困境，离不开检察机关依法办案，维护我们企业的合法权
益。”谈起检察机关精准办案的积极作为，聚华公司负责人充满感激
之情。

通过搭建“检企共建”平台，检察机关深入州内108家企业开展
法治需求大调研，与商会、企业签订《法治帮护备忘录》，成立检察官
联络室12个，提出意见建议57条，切实加强了检察机关与企业互联
沟通，畅通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和司法服务的专门通道，推动检企互
动，打造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直通车”。

善做营商环境的“守护神”
针对经济领域犯罪出现的新形势、新特点，黔西南公安机关运

行“公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联合行动实体化模式，紧盯新型洗钱
犯罪、重点行业和高危人员实施的虚开骗税违法犯罪行为，积极主动
严厉打击金融、证券、期货、涉税等重点领域经济违法犯罪，全力开展
追赃挽损并依法及时返还，最大限度减少企业财产损失，有效服务和
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1年以来，公安经侦部门破获经济领域犯罪案件69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73人，涉案金额4.75亿元，挽回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努
力维护了守法经营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检察机关秉承“谦抑、审慎、善意、文明”司法理念，落实少捕慎诉
慎押的要求，对工业企业和企业人员涉嫌犯罪的，将犯罪嫌疑人认罪
认罚、积极复工复产、努力保就业岗位等情况作为审查判断有无社会
危险性的重要考量因素，综合考虑政策调整、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
因素，依法对17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既保证依法惩治犯罪又保护民
营企业权益，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经营，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

同时，从严从快精准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破坏企业正常经
营、侵害企业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批准逮捕 170 件 345 人，
提起公诉 209件 477人，有力维护企业正常经营，增强企业家信
心。

政法机关还制定《保障和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联席会议制
度》《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联系协作工作措施》，构建上下一体、左
右协同联动的保护机制，建立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风险评估制度、涉
企案件办理内部监督管理机制，有效打造服务企业最直接平台，优先
受理企业投诉、办理涉企案件、处理企业维权。

甘做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黔西南州各级政法机关广泛开展“入

村寨进社区走企业访群众”大走访活动，深入走访各类企业756家，
通过看生产、问经营、听意见，在交流中增进共识，在走访中倾听诉
求，在服务中破解难题，

黔西南州委政法委制定《黔西南州政法机关开展挂点联系重点
民营企业和重大项目实施方案》，政法机关开展挂点联系民营企业
200个、重大项目49个，实地走访201次，专题调研57次，召开座谈交
流会141场次，送达“八号检察建议”22份。

与此同时，司法行政机关为民营企业开展法治体检，组建9个律
师服务团，为全州100家民营企业开展免费法治体检；选派民法典宣
讲团专家326人次，开展200余场次送法进企业活动，帮助化解矛盾
纠纷148件，为企业量身定制“法治套餐”，12家企业获命名为“贵州
省法治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你们给我的是真正的‘贵人服务’，‘保姆式’的服务。”在晴隆，
湖南衡阳的黄女士谈起自己得到晴隆警方热情周到的服务，激动不
已，感慨万分。

她紧紧握住民警的手，面带灿烂笑容，连连致谢。她表示，很庆
幸自己到晴隆投资来对了地方，她从没有体会到一个外乡人的“凄
凉”，相反的是，从企业规划建设得到政府关心，到户口迁移得到公安
帮忙，都是贵宾待遇。

在公安综合受理服务区统一采取低台敞开式办公，群众可在政
务服务大厅“一站式”办理治安、出入境、交警、网安、禁毒5个警种业
务，实现多部门联合办公，全力打造“零距离”为民服务平台。同时，
实行“一窗通办”模式，9个行政许可项目全部进公安窗口，行政许可
项目法定时限缩短至50%以上，极大便捷服务市场主体。

发展经济离不开法治，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化营商
环境。企业有所呼，政法机关就要有所应。

全州政法系统将持续凝聚政法合力，多点发力，多方配合，努力
在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上迈出新步伐、实现新跨越，切实扛起优化营商
环境政法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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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剑 万 峰 湖
——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办理的首例公益诉讼（万峰湖专案）纪实

记者 蔡定平

新闻背景：
9 月 2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位于贵州省兴义市的黔桂滇三省
（区）万峰湖联合水上检察室召开第
四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新闻发布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万峰湖流
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案（以下
简称“万峰湖专案”）作为指导性案
例正式发布。该案是最高人民检察
院直接办理的第一起公益诉讼案
件，本次发布首次采用“一批次一案
例”的形式，同时也是第一次在办案
现场发布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出席发布会。

“从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看，万峰湖专案确实比较复
杂，请问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是侧重从哪些方面依法履
行职责，突破瓶颈阻力，让‘平湖明珠’重现光彩的？”

“万峰湖专案涉生态环境受损问题，历时时间长，
横跨三省（区），污染种类多，违法领域多，监管层级多，
情况复杂，矛盾交织，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办理，
取得了显著的办案成效。办理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意想
不到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办理理念、办案模式、
工作机制等方面作出积极探索，运用一体化办案模式，
组织多地、多级、多个相关检察机关参与，对跨省区重
大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具有示范意义。”

面对来自新京报记者的提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

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如是回答。
发布会指出，万峰湖专案的成功办理，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效能
的又一个真实写照。万峰湖专案指导性案例发布，彰
显了公益诉讼检察在跨区划生态环境受损问题解决上
的独特价值作用。跨行政区划公益诉讼检察不仅是一
项司法制度，更代表了社会治理理念的更新、社会治理
模式的转型，为破解“公地悲剧”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
了“中国方案”。同时对省级以上检察院直接办理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检察一体化办
案模式的运用以及检察机关以办案为中心推进诉源治
理等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湖水连三省，湖面映万峰。万峰湖地处广西壮族
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三省（区）结合部，是“珠三角”
经济区的重要水源，水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沿岸几十万
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珠江流域的高质量发展。但长期以
来，万峰湖内网箱养鱼无序发展，水体富营养化日趋严
重，“一湖碧水”变成劣五类黑臭水体。2017年，中央
第七环保督察组在贵州省督察时指出，“珠江流域万峰
湖库区网箱面积 7072 亩，超过规划养殖面积 3.93
倍”。享有“万峰之湖、西南之最、山水画卷”美誉的万
峰湖“病了”。

在此背景下，贵州省黔西南州部署开展了“清源、
清网、清岸、清违”专项活动，辖区内的“半湖”水域环境
得到了有效改善。但是由于万峰湖处于跨三省（区）独
特的地理位置，水域分割管理，治理主体分散、步调不
一，部分地区仍有大量渔民违法进行网箱养殖。此外，
水面浮房、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也对万峰湖生态环境
造成了严重威胁。

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在黔西

南州调研过程中发现了万峰湖生态环境受损案件线
索。同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直接启动公
益诉讼检察立案程序，对万峰湖流域跨省（区）生态环
境受损问题立案调查，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
办理的第一起公益诉讼案件。

据该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显示：广西壮族自治区
隆林县、西林县辖区内水域违法网箱养殖面积达53.6
万平方米，日均投放饲料达上百吨，导致网箱养鱼库湾
及其附近水域水质总氮超标，投饵后部分水域水质为
劣 V 类水；隆林县、西林县辖区分别有水面浮房 397
个、289个，浮房大多设置厨房、卫生间、休息室等。云
南省罗平县辖区有钓台等水上浮动设施154个、总面
积约为1.9万平方米，浮房、钓台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
活垃圾、污水直排入湖。兴义市辖区两处居民安置区
总占地面积637.76亩，安置户总数为1509户，安置区
房屋多为自建，导致雨污混流，污水最终汇入万峰湖
……这些数字无疑是导致万峰湖流域生态受损的“罪
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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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现场

参 加 新 闻 发
布会的检察官一
行观看万峰湖治
理情况展板

四级检察官共同查看整治后的万峰湖水质现况

纾困的决心 复苏的信心

万顷碧波迎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