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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益诉讼
啃下了“硬骨头”

南四湖是中国北方最大的
淡水湖， 流域涉及 4 省 34 个县
市区，承载着调洪蓄水、南水北
调、发展水产、航运交通等多方
面功能。 然而，近年来，这片湖域
遭遇严重污染，成为沿湖群众口
中的“酱油湖”。

因为涉及地区多， 治理难度
大，去年 3月，生态环境部向最高
检建议通过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
方式，来解决南四湖污染难题。

当年 4月 8日， 最高检出手，
对南四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情况

直接启动公益检察立案程序，副检
察长张雪樵担任办案组组长、主办
检察官，调用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和
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省四级检察
机关 200多名检察人员组成办案
组，以一体化办案方式办理“南四
湖专案”。这也被媒体评为 2021年
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最高检为什么盯上了“南四
湖”？ 按照张雪樵说法，这首先是
因为南四湖的污染对国家重大
战略的推进，影响太大。

“这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
重要通道，也是京杭大运河重要
航道，长江水通过京杭大运河到
达山东， 然后一路送达京津冀，
包括送到河北白洋淀， 可以说，

保证这片水域的清澈，还事关到
雄安新区的建设。 ”

除了湖泊本身的战略意义，
南四湖之所以被最高检盯上，还
在于这片湖域的环境治理之难。

“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
张雪樵介绍， 南四湖流域涉及 4
省 8市 34个县市区，治理难的根
源在于流域跨区域执法标准不统
一， 上下游不同行， 左右岸不同
步，“四个省谁来办比较好？ 谁能
通过办案把环境执法标准统一起
来？ 最高检出手最为适宜。 ”

张雪樵说， 检察机关开展公
益诉讼，就是要坚持胸怀“国之大
者”、聚焦“治理难者”，紧盯生态
环境治理中的“硬骨头”，而当前，
最难啃的就是跨区域环境治理。

破解生态与发展
“两难”困境

“南四湖专案”300 天，流域
环境治理成效明显。

按照张雪樵的介绍，300 天
来，南四湖湖区严重黑臭水体从
15%降到的 10%， 中度黑臭水体
从 53%降到 32%。工业污染、生活
污染、农业污染、船舶污染这四
重污染中，目前三重污染的标准
已经统一，“以前是一个比一个
差，现在是一个比一个好。 ”

南四湖流域涉及市县多，人
口密度大， 长期以来，“靠湖吃
湖”已经是沿湖百姓的生产生活
方式。 如何平衡生态与发展的关
系，这是南四湖治理的又一大困

境，也是中国环境公益诉讼遇到
的普遍难题。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守住
绿水青山就是守住金山银山。 ”
张雪樵说， 环境公益诉讼中，检
察机关就是要以协调各方力量
来解决各方利益。

“比如，生态环境部门下了停
产处罚，但不能一罚了之。 企业要
生产，百姓要就业，经济要发展，如
何让企业再找一块地继续生产，这
就涉及自然资源部门，这个协调过
程就是检察机关要做的。 ”

张雪樵说，公益诉讼的定位
不是在法庭上争输赢，而是聚焦
公共利益的保护，而环境公益诉
讼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保护
民众切身利益，实现双赢多赢。

对于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
实践，张雪樵说，检察机关通过
办理环境公益诉讼，帮助生态环
境部门把“硬骨头”啃掉，这种制
度优势，已经得到很多西方国家
检察官的高度评价。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 这是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制度， 在全
世界来说，这也是中国首创。 ”张
雪樵说，破解“公地悲剧”这一世
界性难题，我们提出了中国方案。

公众之“眼”
和技术之“眼”

“南四湖专案”300 天，最高
检不仅投入力度大，而且力推公
开透明、阳光办案。

2 月 10 日，一场聚焦南四湖
治理的“云监工”以网络直播的
形式呈现，最高检通过网络平台
对在山东济南召开“南四湖专
案”检察听证会进行全程直播。

初步统计，这场听证会视频
直播总观看人数已超千万，不少
网友感叹：“上一次参与这么
‘火’的云监工，还是两年前围观
火神山医院。 ”

对于以网络直播监督办案
过程，张雪樵表示，公益诉讼，顾
名思义就是保护公共利益的诉
讼，公共利益的痛点、堵点在哪
里， 公共利益到底有没有保护
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

“司法机关无论从事何种司
法活动，都应还主权于民，让老
百姓来参与司法。 ”张雪樵说。

为了让案件办理更为精准
和公正，最高检不仅善于借公众
之“眼”，还善于用技术之“眼”。
“南四湖专案”办理过程中，就动
用了卫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
等高科技。

谈及以科技赋能公益诉讼，
张雪樵说，公益诉讼检察涉及领
域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未来， 在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食
品安全等更多方面案件中，提升
检察的技术支撑能力必然是努
力的方向。

对于已开展近 5 年公益诉讼
检察制度， 张雪樵说：“未来依然
任重道远，而为了人民利益、依靠
人民力量， 这是坚定不移的原则
和方向。 ” （据中国新闻网）

最高检副检察长：

公益诉讼不是争输赢，而是保护公共利益

南四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
水湖， 湖区面积 1266 平方公里，
承担着调洪蓄水、南水北调、发展
水产、航运交通等多种功能。 2021
年 4月 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
南四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情况启
动公益诉讼检察立案程序。

10 个月过去，南四湖流域生
态环境受损情况是否有所好转？
客观存在的影像和数据正是衡量
办案效果公正的标尺。近日，记者
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
院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了解到一
些办案以来的监测数据， 卫星遥
感影像忠实地记录了远超人眼观
察范围之外的南四湖地物信息，
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网数据监测着
不同时期水质的变化， 通过与往
年同期的比对， 可以清楚地看到
南四湖发生的变化。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委
托， 以第三方客观立场对南四湖
及其周边生态环境进行了连续的
遥感监测， 通过对获取影像数据
的处理、模型计算与信息提取、比
对分析与历史追溯、 实地勘验与
调查取证、 成效跟进与动态展示
等技术手段， 开展了针对“南四
湖”专案的生态环境线索摸排、典

型现场取证、治理成效跟进工作。
“利用卫星遥感数据，针对

水体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黑
臭、 悬浮物浓度变化在可见光、
近红外波段展现出来迥异的光
谱特征，重点观测和分析了南四
湖黑臭水体指数、水体富营养化
程度、水体悬浮物浓度这三项典
型水质指标，从不同维度反映南
四湖湖面水质情况，对比其年度
变化情况。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
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刘朔介绍。

观测计算对比显示，从 2020
年 10 月下旬到 2021 年 10 月下
旬，南四湖湖面黑臭指数高、水体
富营养化程度高和水体悬浮物浓
度高的水体水域面积均有较大幅
度减少，而黑臭指数低、水体富营
养化程度低和水体悬浮物浓度低
的水体面积均有较大幅度增加。

据介绍，在整个卫星遥感监
测对比过程中，为保证南四湖流
域水体卫星遥感数据对比的客
观性，按照针对同一区域、采用
同一种卫星数据、 同一时相、同
一处理算法、同一数据获取时气
象条件，“五个同一” 的方法，对
卫星遥感监测技术进行了严格
约束。 同时，考虑到 2020 至 2021
年度南水北调工程调水在汛前

完成，上半年有大量的外部水进
入南四湖；6 月至 9 月又处于雨
季， 汛期大量雨水汇入南四湖，
并且夏季的植被茂盛、 阴天多，
对从太空到水面的观测外部遮
挡多； 而冬季是历年来湖面平
静、杂质沉淀的时段，水质又普
遍相较其他季节好转。 因此，选
取 10 月下旬秋高气爽， 以晴天
为主、水草逐渐凋零，水体相对
稳定，这一水体状况比较代表性
的时间窗口， 卫星观测南四湖。

“卫星遥感监测显示， 专案推动
下，南四湖流域水体水质总体明
显好转，各重点监测目标涉污风
险大幅降低。 ”刘朔说。

影像反映了视觉效果层面
的客观变化，水质监测数据则从
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南四湖一段
时期以来的治理效果。 记者了解
到，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水质好坏分为Ⅰ类至Ⅴ类几个
等级， 低于Ⅴ类的为劣Ⅴ类，属
重度污染。 水环境监测指标主要
有总磷、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
总磷超标主要来自于面源污染，
氨氮超标主要来自于生活污水，
高锰酸盐指数超标说明水体很
可能受到有机物污染。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基

于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网提供的
数据，南四湖流域的湖体监测点
位共 5 个，19 条入湖河流监测断
面 28 个。 监测数据显示，“十三
五”期间，南四湖湖体水质总体
稳定，但部分区域、部分时段存
在超标情况， 城乡面源污染、湖
泊蓝藻水华、生态系统失衡等问
题突出。 2020 年 8 月，南四湖入
湖河流多个断面出现Ⅳ类至劣
Ⅴ类水质，高锰酸盐指数和总磷
超标“凸显”。 汛期水质污染情况
较为严重，面源污染特征明显。

2021年 8月， 南四湖专案正
在推进中。监测数据显示，湖体点
位二级坝水质同比由Ⅴ类好转至
Ⅲ类，主要好转指标为总磷；14个

入湖河流站点呈现好转或明显好
转，主要改善指标为总磷、高锰酸
盐指数。同期，南四湖湖体二级坝
水质汛期总磷日均浓度同比明显
降低； 氨氮和高锰酸盐指数呈现
稳定水平， 未出现专案前的大幅
波动。 入湖河流部分断面总磷日
均浓度同比明显降低； 高锰酸盐
指数浓度同比有所降低； 氨氮整
体浓度无明显变化。

“专案立案以后，南四湖流
域水环境质量逐步改善，主要污
染指标降低。 周边环境更整洁、
更绿色，专案推动效果显现。 ”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水生态环境监
测室副主任李文攀说。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检南四湖专案听证会将公布第三方监测结果

2月11 日 ，
刚从“南

四湖专案” 山东办案
现场赶回北京的最高
检副检察长张雪樵，
谈及这一被称为“四

个湖难住四个省”
的环境公益诉讼
大案时说， 公益
诉讼就是要敢
啃“硬骨头”。

最高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
长张雪樵

听证会视频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