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鱼肥水美 ， 四季可

游 ， 万峰湖再现
一湖碧水。 不久前，全国人
大代表、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傅信平的朋友圈被
一段万峰湖的美景视频刷
屏了。 两年前，这片水域还
堆满了密密麻麻的养鱼网
箱 、水面浮房 、钓鱼棚等设
施。经过贵州、广西、云南三
省份的协同治理 、 联手联
控，这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立案办理的首例公益诉讼
案件成效卓著，并入选最高
检工作报告重点案例。

傅信平告诉记者，贵州
作为全国生态文明试验区，
是最先开展检察公益诉讼
试点工作的省份之一。

3 月 8 日 ，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
多次提及“公益诉讼”。张军
介绍 ，2020 年 ，公益诉讼检
察有序拓展，检察机关共立
案 办 理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151260 件 ， 同 比 上 升
19.2%。 其中，民事公益诉讼
1.4 万件 ， 行政公 益 诉 讼
13.7 万件 ，同比分别上升 1
倍和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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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检察机关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同比上升 19.2%

检察公益诉讼为公共利益护航

“检察蓝”守护“河湖美”

公益诉讼是距离社会面最
近、产生司法效益最快、最直接的
检察业务，受到代表委员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 云南省律协
副会长张慧注意到， 公益诉讼检
察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立
案 83744件，占比最高，达 55.4%。

“检察机关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充
分发挥了环境公益诉讼对于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的示范意义”。

“万峰湖生态环境治理让沿
湖群众共享绿色、 生态发展红
利，其经验值得向全国推广。”张
慧说，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
展时间较短，制度设计、衔接机
制和协调机制不够完善，专业化
程度不高，实践中还存在配套法
律建设滞后， 社会知晓度低，案
件调查取证难、 鉴定难等问题，
这与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对
环境公益诉讼的要求存在一定
差距。

今年全国两会，张慧提交了
“关于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
建议”。她提出，在吸收民事诉讼
法和行政诉讼法有关生态环境
公益诉讼规定的基础上，应从法
律层面对受案范围、案件调查鉴
定、执行程序、公益修复等加以
明确，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张慧建议，提升参与人员的
专业水平，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
和协作机制，“及时从立法、司法
和执法方面对环境公益诉讼制
度进行修改完善，符合我国关于
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要求”。

把公益诉讼触角
延伸到互联网领域

近年来，贵州检察机关在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红色文化保
护等公益诉讼领域持续发力的
同时，积极拓展延伸公益诉讼触
角，推动公益诉讼发挥维护公众
利益的作用。

2020年 4月， 贵州省黔西县

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黔西县
院”）接到群众举报，一网络餐饮
平台代理商要求黔西县多家网络
餐饮经营者只能接受其一家提供
的平台服务。 如果餐饮经营者在
其他网络餐饮平台经营， 该网络
餐饮平台将对其进行下线处理，
或提高服务费收取标准、 下调星
级指数、通过技术手段限制交易，
强制商家进行“二选一”。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二选
一”行为既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
场秩序，也损害了网络餐饮经营
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侵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

2020 年 5 月 28 日， 黔西县
院向黔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督促其对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
开展全面排查整治，确保合法经
营、良性竞争。 该案入选最高检
工作报告重点案例。

“公益诉讼关注的都是与老
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是守护人民
群众平安健康的有力保障。 ”傅
信平表示，检察机关对互联网平
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开展公益
诉讼监督，是切实落实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关于“拓展公益诉讼
案件范围”要求，以法治思维推
动互联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目前，全国
已有 18 个省级人大常委会授权
检察机关在互联网领域探索公
益诉讼实践。

据悉，2020 年贵州全省检
察机关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6367 件，提起诉讼 533 件，同比
上升 247.91%。

打出公益诉讼“组合拳”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律师行
业党委委员、 全国律协副会长吕
红兵表示， 检察公益诉讼有两个
主题词：“公益”和“公权”，检察公
益诉讼的管辖范围以及检察机关
与行政、监察、公共法律服务间的
协同合作机制需要规范。 今年两
会，吕红兵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加
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的提案”。

“应通过相关立法，对公益的
范围及公权的介入作出明确定
性。 ”吕红兵认为，检察公益诉讼
保护的是包括环境、 安全等在内
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在
没有适格的私主体提起诉讼而需
要由检察机关直接起诉， 或在适
格私主体提起诉讼但确需检察机
关支持起诉时， 检察机关作为公
权力机构方可以司法手段介入。

为完善“检”“行”衔接，吕红
兵建议，建立检察与行政信息互
通共享的检察公益诉讼大数据
平台，推动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
在违法线索、监测数据、裁量标
准、 典型案例等方面互通共享。
针对公益诉讼中常出现的“鉴定
难”“鉴定贵”， 应设立全国统一
的检察公益诉讼鉴定基金。

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把
“保护伞”，吕红兵提出，通过完
善联动机制、构建全国检察公益
诉讼举报平台，打出“组合拳”，
建立全国统一且更加完善的检
察公益诉讼制度，促检察公益诉
讼逐步释放积极效能。

（据《中国青年报》）

万峰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
之一，地处黔、桂、滇三省（区）结
合部，是珠三角经济区的重要水
源，其水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沿岸
数十万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珠江
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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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箱养鱼无序发展，对
万峰湖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小时候我们就爱来这里玩，
又喝水，又用这个水洗头，有网箱
的时候我们不敢喝、不敢洗头，水
又臭又黑，我们都不敢喝。 ”万峰
湖库区村民对记者说。

2019年 11月，最高检第八检
察厅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调研时发
现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的案
件线索，经初步调查，认为万峰湖
流域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和相关主
体违法事实客观存在， 符合公益
诉讼检察立案条件。 因万峰湖横
跨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五
县，由其中一地办理存在困难，同

年 12月 11日， 最高检决定直接
启动公益诉讼检察立案程序。 最
高检党组高度重视， 张军检察长
亲自部署， 张雪樵副检察长担任
主办检察官， 第八检察厅抽调广
西、云南、贵州三省（区）检察机关
47名公益诉讼业务骨干组成专案
组，以一体化办案模式，集中开展
线索摸排、调查取证、制发检察建
议等工作。

“三省（区）的主要领导都作
出了批示，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履
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并对相关
行政职能部门落实好相关责任
提出明确要求，这对我们开展公
益诉讼办案工作是巨大的支
持。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副
检察长农中校对记者说。

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 专案
组共摸排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
损类案件线索 61条，交办或指定
地方检察机关办理 48条，立案 45
件， 其中，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44
件，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1件；经磋
商解决 6件， 经制发诉前检察建
议解决 36件，经专家论证协调行

政机关解决 2件。 办案中对检察
机关制发的诉前检察建议， 行政
机关均依法按时回复。

在三地三级党委、政府的高
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下，万峰湖的
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广西拆除养殖网箱面积
535960平方米，水上浮房 682个，
复垦被破坏的耕地 21149.42平方
米，清理垃圾约 100立方米。 累计
投入整治经费 2231.9万余元。

贵州省兴义市委市政府制
定万峰湖流域水质提升方案，共
检查万峰湖各支流沿线煤矿 40
余家、污水处理厂及垃圾填埋场
43 个， 对排查发现的严重违法
问题及时立案处罚 9 件。

云南省曲靖市三级政府及相
关部门紧盯非法垂钓引发的污染
问题， 组织力量清理湖面钓台浮
动设施 184处， 清理湖面及上游
河道垃圾近 3000吨（库区 18吨、
上游南盘江陆良段 2929吨）。

万峰湖流域非法网箱养殖等
湖面可视类污染问题已得到彻底
治理， 干支流等深层次污染问题

治理也在稳步推进， 同时引导湖
区渔民转产上岸，稳定民情。

三省（区）共安置库区渔民
10901 余户，种植砂糖橘等经济
林木 25.8 万余亩， 产业转移相
继投资 4.2 亿余元，促进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万峰湖流域生
态环境显著改善。

如今的万峰湖碧波荡漾，景
色如画。 为巩固办案成效，专案
组以案件办理为切入点，积极推
动湖区检察机关建立万峰湖流
域跨区域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
制，着力构建全流域协同保护万
峰湖生态环境的滇黔桂检察共
同体，形成同频共振、多方协同
的万峰湖综合治理格局，完善常
态化公益诉讼检察跨区域协作。

2020 年 10 月 27 日，广西百
色市院、贵州黔西南州院、云南
曲靖市院共同签署了《关于万峰
湖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
作机制（试行）》，建立万峰湖流
域五县（市）区域协作治理机制。

2020 年 10 月 19 日、20 日，
三省水利厅相关部门人员共 30

余人联合对万峰湖进行了巡湖巡
查。“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
落实， 推进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
的沟通、协作，形成保护合力。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专案组
围绕“办案工作成效”和“规范渔
业生态养殖”两个议题在贵州省
兴义市举行公开检察听证，听证
员由三地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
3 名全国人大代表、4 名专家学
者组成，邀请了相关部委代表列
席、 三地市级政府领导参加、沿
岸 5 县政府领导和群众代表旁
听。 听证会上，参加人员充分肯
定了专案办理的成效，希望检察
机关多办理此类案件，对开展渔
业生态养殖建言献策。

听证会的召开，标志着“万
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
讼专案”画上了句号。 专案虽然
结束了，但检察机关对万峰湖的
保护不会结束，还会“没完没了”
地关注并推进后续工作，不定期
开展“回头看”活动，让万峰湖这
一优美画卷永远绽放。

（据《检察日报》）

走近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专案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