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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马颖到贵州某房地产开发
公司任董事长不久，公司因牵涉前法定
代表人个人借贷纠纷案件，被人民法院
查封财产 4.88亿元，公司经营一时陷入
瘫痪、濒临破产。公司多次提出执行异
议，法院均未采纳。

2018 年 3 月，马颖向贵州威宁县检
察院申请对该案件依法监督。经查，法
院确实存在超标查封企业合法财产的行
为。随后，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书，监
督法院对超标查封的公司财产予以解
封。如今，公司回归正常经营轨道，“你
们帮我们挽回了经济损失，是实实在在
为我们民营企业家保驾护航。”马颖向检
察机关表示由衷感谢。

自2018年以来，贵州省检察机关开
展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专项行动。
一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犯
企业或企业家合法权益刑事犯罪 2331
件 3678 人，提起公诉 1860 件 3157 人；
受理涉企民事、行政检察案件703件，为
企业、企业家挽回经济损失6.87亿元。

明确经济纠纷和刑事犯罪界限

所有企业活动都存在法律风险。“检
察机关应该将民营企业家从法律风险中
解放出来，让他们安心经营、放心投资、
专心创业。”贵州省检察院依法保护企业
家合法权益专项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告诉
记者，牵涉刑事案件对民营企业的打击
尤为严重，“办理一个案件，垮掉一个企
业”的情况时有发生，针对这一问题，贵
州省检察机关开展了涉企案件专项立案
监督。

贵州凯里市检察院办理的李凌案，
就是开展立案监督的一件典型案例。

2017年12月4日，公安机关接到凯
里某置业公司股东葛某、高某等联名控
告该公司董事长李凌挪用、侵占单位资
金。12 月 29 日，公安机关以李凌涉嫌
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
务会计报告立案侦查，并于2018年1月
对李凌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董事长被拘
留，就像遭遇一场大地震，随时可能坍
塌。”李凌曾经参加过当地举办的“检察
长·董事长”座谈会，知道检察机关正大
力开展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工作，于
2018年7月9日以书面材料向省检察院
反映了案件情况，恳请依法对其作出不
予起诉的决定。

接到材料后，贵州省检察院商请省
公安厅派员组成联合调查组核实情况。
2018 年 7 月 13 日，凯里市检察院在省、
州两级检察院指导下对案件进行调卷审
查。经查，检察机关认定，该置业公司股

东之间财产权益纠纷不宜适用刑法调
整，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解除对
李凌的强制措施。

此案的关键在于明确经济纠纷和刑
事犯罪的界限。“涉企案件立案主要存在
两个问题，一是该立案的不立案，对犯罪
行为打击不及时不准确；二是不该立案
的立案，损害企业、企业家合法权益。”省
检察院专项办负责人告诉记者，贵州省
检察院制定了“在刑事检察司法办案中
服务和保障民营经济发展 46 条指导意
见”，明确提出“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
干预经济纠纷，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
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
刑事责任”。

开展立案监督以来，贵州省检察机
关对侵犯企业、企业家合法权益应当立
案而不立案的监督立案 61 件 74 人，对
不应当对企业家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撤案
15件16人。

记者了解到，上述置业公司股东纠
纷最终在贵州省工商联调解下化解。借
鉴该案办理经验，贵州省检察院联合贵
州省高级法院、省公安厅、省工商联出台
了《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联系协作工
作办法》。针对民营企业股东经济纠纷，
该办法明确了一般先由工商联、商（协）
会先行组织调解，调解不成再移送司法
机关的调处前置程序。

让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创业

除了龙头企业、大型企业，中小民营
企业同样为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修
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凡是符合条件的案件都可适用，不
能因中小企业量小质弱，在当地经济中
所占份额不大或是地位无足轻重，而忽
略其正当权益的保护。

一年前，盘州市银沙种植养殖农民
合作社负责人陈鹏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
地罪被公安机关移送盘州市检察院审查
起诉，一度面临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如
今，他正带领村民们积极补植复绿，建造
核桃产业示范园区，为脱贫攻坚挥洒
汗水。

“如果不是盘州市检察院公正司法，
充分保障我们小企业利益，我个人的前
途、合作社的发展、乡亲们的脱贫成果，
都会受到重创，甚至毁于一旦。”提起这
段经历，陈鹏仍然后怕。

盘州市银沙种植养殖农民合作社由
当地村民发起建设，合作社开发经营的
老黑山核桃产业示范园区是省级重点扶

贫示范园区，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帮扶模式，带动村民脱贫致富，项目建
成将惠及 72 个自然村寨、近 5 万村民，
可拉动人均年收入增长2.4万元。

由于核桃园地处原始森林，为了防
止森林火灾发生，合作社于2017年底占
用 11 亩林地修建消防水池。但因欠缺
法律常识，合作社在修建水池前未办理
林地使用审批手续，行为涉嫌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2018年 2月，陈鹏被当地公
安局移送盘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村民们办企业不容易，脱贫成果更
是珍贵，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企业
家因为不懂法而做出的不规范行为，最
大程度减少、避免办案活动对民营企业
正常经营的不利影响。”办理此案的盘州
市检察院生态环境保护部检察官那志伟
介绍，案发后，陈鹏自愿认罪，并根据检
察院建议积极补植了 76.05 亩林木，具
有悔罪表现，再加上主观恶性较小，检察
院因此依法对合作社及陈鹏作出不起诉
决定。

正确处理涉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
案件，不仅关乎单个企业的存亡，更关乎
当地脱贫攻坚事业、关乎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检察机关依法对涉案企业及相关
责任人员不予起诉，有利于营造民营企
业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

“要综合考虑政策调整、经营不善、
市场风险等市场主体意志以外的因素，
对企业家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
予更多理解、宽容、帮助。”省检察院专项
办负责人介绍，2018 年以来，贵州省检
察机关正确行使不捕、不诉司法裁量权，
对企业家涉嫌犯罪案件不批准逮捕424
人，其中民营企业家 382人；不起诉 395
人，其中民营企业家346人。

畅通渠道建立长效机制

除了全面发挥检察职能，贵州省检
察机关同样注重加强与工商联和民营企
业的联系，畅通民营企业向检察机关反
映情况的通道、检察机关向民营企业反
馈信息的通道和日常工作协作联系通
道。贵州省检察机关开展了检察长、董
事长“两长”座谈会和“送法进企业”活
动，设立“检察开放日”，倾听民营经济人
士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企业健
康发展贡献检察智慧。2018年以来，全
省共组织召开“两长”座谈会 156 场，与
3252名企业代表座谈，对企业家提出的
工作建议和合理诉求，坚持立说立行、马
上就办。

位于黔西县的贵州环宇资源再生科
技公司，正是通过“两长”座谈会“起
死回生”。环宇公司是一家从事医疗废
弃物处理的公共卫生环保企业，2015
年通过政府招商引资入驻黔西，在前期
经营过程中遭遇诸多困难，一度难以
支撑。

“当时很多医疗机构没有改变焚烧、
填埋的传统医废处置观念，交给我们处
置还需另外付费，因此都不愿意和我们
签订医废处置合同，甚至在我们提供服
务后拒绝缴纳费用。”环宇公司董事长余
根峰从福建远赴贵州创业，“当时公司处
于半停产状态，我们不知道向谁求助，几
乎就要放弃创业了。”

2018 年 5 月，余根峰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在“两长”座谈会上反映了企业的
经营困境。他没有想到，黔西县检察院
检察长卓英武很快联系他了解企业的具
体情况。

“医疗废弃物是头号危险废物，交由
专业机构处理既有利于促进卫生环保产
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斩断
医疗垃圾黑色利益链。”卓英武说，检察
机关在调查了解情况后立即协调县卫生
局、县环保局召开座谈会，现场解决了医
疗机构拒签协议、拒缴医疗废物处置费
等问题，并促进建立全县医疗废弃物规
范管理处置机制。

目前，环宇资源再生科技公司运营
成效显著，已在贵州多地设立分公司，服
务医疗机构超过 800 家，年处理医疗废
弃物 3000 吨以上，黔西县医疗废物无
害化处置率达到100%。

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不少民营企
业家都说，“除了工商联，检察机关也是
我们的‘娘家’”。对此，贵州省政协副主
席、省工商联主席李汉宇认为，“没有良
好的法治生态，经济难以健康发展。企
业家的呼声从侧面证实了贵州省检察机
关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营造企业
健康发展法治环境工作取得了良好效
果，对促进贵州民营经济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贵州省检察院检察长傅信平表示，
下一步，贵州省检察机关将以“发挥检察
职能作用，依法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
为重点，着力做优刑事检察、做强民事检
察、做实行政检察和做好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继续深入开展依法保护企业及企
业家合法权益专项工作，为企业健康发
展提供更多更好更优的“法治产品”“检
察产品”。

（注：文中涉案当事人均为化名。）

公正司法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贵州省检察机关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专项行动侧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曾诗阳

黔西县检察院与企业家建立微信交

流群，向企业家提供法律建议。

本报记者 曾诗阳摄

在“送法进企业”活动中，盘州市检察院向贵州岩博酒业公司员工普及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 曾诗阳摄

深圳海关日前对外通报，在
海关总署统一指挥下，深圳海关
缉私局开展“使命2019—3”打击
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制品走私专项
行动，在深圳、无锡、上海等地同
步开展查缉抓捕，现场查扣涉嫌
走私象牙、犀牛角、红珊瑚等濒危
物种及制品逾千件，总重量逾
209 千克。其中含象牙原牙 2
根，重约 28.28 千克，犀牛角制品
12.8 千克、红珊瑚 6.9 千克等，抓
获犯罪嫌疑人10名。

记者了解到，2016 年以来，
根据国务院《关于有序停止商业
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的通
知》要求，我国已全面停止加工销
售象牙及制品活动，全面禁止象
牙交易。社会各界对濒危动植物
保护问题广泛关注，对贩卖濒危
动植物及其制品打击力度不断增
强。但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之下，
一些走私分子仍不惜铤而走险、
以身试法。

为严厉打击象牙等濒危动植
物走私和非法贸易，充分履行把
关职责，深圳海关采取多种措施，
在口岸加大正面监管力度，深入
分析走私线索，深挖购买走私象
牙、犀牛角的国内货主及关联涉
案人员，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打击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据介绍，深圳海关缉私部门
通过“智慧缉私”大数据，分析梳
理去年3月侦办的一宗水客走私
象牙制品入境案发现，该案当事
人和收、发货方在国内从事象牙
等各种古玩工艺制品买卖，并开设多家店铺。案件嫌疑人胡
某从香港带入内地的象牙制品都寄往上海一家店铺，根据这
一线索，办案人员很快确定了店铺老板沈某、贾某的相关
信息。

同时，办案人员继续对在办的“404”特大走私珍贵动物
制品案（该案于2018年6月破获，查获涉嫌走私象牙323.7千
克）深挖扩线，从中也发现了新的线索，缉私人员了解到深圳
一红木家具店店主李某曾向该走私团伙购买过一对象牙。缉
私人员马上对李某住址及店铺开展查缉，在其家中查出疑似
象牙骨雕6件，重量约500克，但是并未发现线索指向的一对
象牙。李某称这对象牙他已经转卖给无锡一红木家具店店主
陈某。海关办案人员迅速锁定了陈某的相关信息。

在前期工作完成后，3月 8日，深圳海关缉私局开展打击
象牙等濒危物种走私全面收网行动，对位于深圳、无锡、上海
等地的多个走私团伙成员进行抓捕。

当日凌晨5点，查缉行动开始，上海查缉组海关办案人员
兵分两路，顺利抓获犯罪嫌疑人沈某和贾某，并在现场查获一
批涉嫌走私象牙、红珊瑚、犀牛角等。同时，前往无锡的缉私
人员直奔嫌疑人的家具店铺，在店铺内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陈
某，查获象牙毛料 19 片，以及一对重约 28.28 千克的象牙
原牙。

深圳海关表示，下一步将切实落实象牙贸易禁令，从源头
贸易、中转集散地、消费终端等走私产业链关键节点入手，摸
清走私链条，持续加强查缉、惩处力度，最大限度遏制象牙等
濒危物种及其制品的非法销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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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陈星华报道：日前，根据海关
总署统一部署，青岛海关会同南宁海关、日照森林公安，在地
方公安机关配合下，出动 107名民警，在广西、山东、北京、天
津等地同步出击，组织开展“青岛利剑1905”打击象牙走私集
中收网行动。

截至目前，共抓获高某等犯罪嫌疑人 15名，现场查获象
牙制品 21.6 千克、虎皮 4 张、犀牛角 1.83 千克、虎骨 10.9 千
克、熊胆 9 个、虎牙 8 枚、穿山甲鳞片 24.73 千克、玳瑁标本 1
只，成功打掉一个跨境走私象牙等濒危物种团伙。

据媒体报道，今年初部分走私分子通过中越边境走私象
牙等濒危物种，利用快递运输，在北京潘家园等市场销售。对
此，海关总署缉私局立即组织北京、青岛、南宁等21个海关缉
私局开展打击象牙等濒危物种走私攻坚战役。3月1日，青岛
海关缉私局抓获该犯罪团伙，查获象牙制品0.63千克。

经过缜密侦查，青岛海关初步查清了以越南籍杨某兰以
及广西高某、余某等为首的跨国走私濒危物种犯罪团伙。4
月 2日下午，青岛、南宁海关联手出击，将正欲转移私货的高
某、余某等人抓获，现场查获大量涉嫌走私象牙、犀牛角等濒
危物种制品。与此同时，青岛海关迅速组织警力，在山东、北
京、天津、江苏、福建、广东、云南等地同步出击，针对越南籍杨
某兰在国内的重点代理张某、唐某等人集中实施抓捕，现场查
获虎皮、象牙等大量濒危物种制品。

经初步查证，犯罪嫌疑人杨某兰伙同张某、唐某等人，通
过微信朋友圈大肆招揽国内买家，采取自中越边境地区偷运
等方式将虎皮、象牙、犀牛角等濒危物种制品走私至境内，由
高某、余某等人通过寄递渠道发给国内的众多买家。

目前，相关侦查及取证工作正在进行中。

青岛海关等同步出击——

打掉走私濒危物种犯罪团伙

深圳海关查获的走私象牙。 李砚伟摄

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在广西
公安厅禁毒总队的高度重视和协调指挥
下，在东南亚某国和云南警方以及广西
公安厅相关部门协助、配合下，钦州市公
安局从一起零包贩毒案件入手，层层扩
线深挖，综合运用多种侦查手段，历时5
个多月艰苦奋战，转战东南亚某国以及
我国云、桂、粤多地，成功破获广西公安
厅督办的“2018—142号”厅级毒品目标
专案。

截至目前，全案共抓获涉案违法犯
罪嫌疑人 171 人，其中刑事拘留 41 人

（执行逮捕 36 人），取保直诉 2 人，行政
拘留 92人，强制隔离戒毒 13人，缴获各
类毒品 17915.21 克，查扣涉案车辆 24

辆、自制猎枪 1 支、猎枪弹药 2 发，一举
摧毁了以苏某某为首的跨国、跨省区多
层级特大吸贩毒网络。

2018 年 9 月，钦州市公安局水东派
出所发现一起零包案件线索，经上报推
送给钦北分局和市局进行侦查，发现以
苏某某为首的贩毒团伙经常从东南亚某
国购进毒品回钦州周边贩卖，毒品数量
巨大，吸贩毒网络层数多达七级。

获悉案情后，钦州市公安局钦北分
局成立专案组对该案展开前期秘密侦
查。经过 4 个多月的艰苦努力，钦南区
犀牛脚镇苏某某为首的家族式贩毒团伙
逐渐浮出水面。专案组还前往云南和百
色开展进一步侦查。

去年底，钦北分局组织各县、区公安
局、分局和市公安局禁毒、刑侦、特警、巡
警等有关警种，出动400多名警力，分成
11 个抓捕组，实行多警联动，合成作
战。凌晨 5 点，全市统一收网行动迅速
展开。行动当天共抓获 131 名涉毒人
员，其中毒品犯罪嫌疑人 37 名、吸毒人
员 94 名，缴获疑似毒品共 17915.21 克，
一举端掉了这个特大吸贩毒网络。

经查，2018 年 7 月，犯罪嫌疑人苏
某某伙同犯罪嫌疑人许某鹏、许某唐在
云南德宏州瑞丽市出境与境外毒贩联系
购买毒品。

苏某某落网后，境外毒贩没能在商
定的时间收到毒资，人质许某鹏面临生

命危险。广西公安厅禁毒总队、钦州市
公安局和钦北公安分局联合成立解救行
动小组，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赶赴云南
瑞丽市，与毒贩斡旋1个月，最终在瑞丽
和东南亚某国警方的大力支持下，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凌晨 1 点将人质许某
鹏从境外解救归案。许某鹏回国后如实
交代了苏某某在境外进行毒品交易的事
实。许某鹏的归案，标志着“2018—142
号”厅级毒品目标专案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

据悉，苏某某特大吸贩毒团伙案件
的告破，创下了广西涉毒案件中个案抓
获人员最多、打掉层数最多（七级）、逮捕
人数最多等多项纪录。

创下当地涉毒案件中抓获人员最多、打掉层数最多、逮捕人数最多等多项纪录——

广西摧毁跨省区特大吸贩毒网络
本报记者 姜天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