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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位于

杭州湾的浙江绍兴县滨海工业区采

访时发现，园区的内河道水质多呈酱

黑色，有的河道由于富氧化严重，水

草丰盈，水葫芦占据着整个河道。

绍兴县环保局负责人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承认，按照功

能区的标准，滨海工业区内河的部分

水质不达标，企业偷排现象时有发

生。作为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的浙江

绍兴，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

建设的两难抉择。

不达标污水直入杭州湾

在绍兴长途汽车站，听说记者是

去滨海工业区了解水质情况，出租车

司机老李脱口而出：“那就去旺角吧，

那里的水、空气污染最严重。”老李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旺角是绍兴滨

海工业区印染、化纤、化工企业最集

中的地方。

在绍兴新发印染纺织有限公司

旁边的一条河道，《中国企业报》记者

看到，整个河道的水都呈酱黑色，水

缓慢地流动着，有时还能看到一些油

花漂浮在水面上。而在靠近绍兴远东

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与江滨路交界的

一条河道，酱黑色的水面携裹着一片

乳白色的水带，水带上面还漂浮着一

层雾气。在浙江中大油脂有限公司后

面的一条河道，整个河道都让水葫芦

占据着，一片碧绿，像是一片青草地。

在滨海工业区的长虹桥，《中国

企业报》记者遇到了河道清理工老方

和老段（均为化名），他们正在把一艘

水泥船上的污水舀出来。据介绍，他

们是专门清理内河道的，刚刚把一船

从内河里打捞上来的水葫芦抛入这

条江中。记者看到，江面上星星点点

漂浮着的水葫芦正顺江而下。

“滨海工业区所有的水最后都汇

聚到这条江中。”老方站在船上指着

江水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条江

直通曹娥江，通过曹娥江再入杭州

湾。记者发现，尽管这条江的水流量

比较大，但水的颜色并没有明显的好

转，依然呈酱黑色，相对内河道的水

只是颜色淡了一点。“整个旺角周边

的河道都是这样的。”老段告诉记者。

“企业都在偷排。”老段和老方说，有

的企业在厂区内打几米深的深井，然

后架设管道到内河道，通过管道加压

把污水直排内河道。“你们是看不到

的，我们每天都在河道内行走，只要

看到污水从水中冒出，肯定是这家企

业又在偷排了。”

绍兴 80%印染企业将集中
为了解水质情况，《中国企业报》

记者辗转找到绍兴滨海工业区管委

会环保安监局副局长金国龙。据金国

龙介绍，目前整个园区有印染企业 55
家，占整个绍兴县的 1/3；全县约 200
家，占全国的 1/3。目前，所有印染企
业、化工企业、化纤企业都通过管网

进入污水处理厂。

对于老方和老段的说法，金国龙

给予了否认。他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管委会对环保抓得非常紧，以前

对于企业偷排等现象，常用的手段是

罚款，但有时罚款并不能遏制企业的

偷排行为，为此，他们现在开始采取

停产整顿的方式严惩违规企业。

绍兴县环保局副局长郑义民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坦陈，

按照功能区的标准，滨海工业区内河

的部分水质没有达标。对于企业偷排

情况，他表示，不可否认，有的企业受

利益的驱动，存在偷排的现象。但通

过企业主思想觉悟的提高以及环保

部门的有效监督，这种偷排现象肯定

会越来越少。

而对于记者想了解对滨海工业

区内河水道水质检测和企业污水排

放监测等相关数据，郑义民表示无法

提供。他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从

全县 19个街道乡镇外加 2个开发区
总共 42个监测点的数据来看，全县
的水质状况在逐年改善和提高。

郑义民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作为绍兴县的传统产业，三大缸（酱

缸、酒缸、染缸）中的染缸，即印染业

一直是绍兴的传统支柱产业，对县域

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

印染业离不开水，随着企业数量的增

多、企业规模的壮大，其对环境影响

的弊端也显露出来。

为进一步改善当地环境，绍兴县

已出台《绍兴印染产业集聚提升示范

工程发展规划（2012年—2015年）》，
该规划明确提出，到 2015 年全县
80%的印染企业集聚到滨海工业区。
目前，已有 96家企业签订集聚协议，
首批 23家企业已有部分开工建设。

被西班牙警方逮捕的中国浙江

商人高平，之前被指控洗钱、偷税、团

伙犯罪等多项罪名，如今，却突然被

允许临时保释。其境遇的峰回路转同

众多海外华商发迹史一样，充满拓荒

与迷幻色彩。

据西班牙当局的说法，高平被释

放是因为“程序错误”。但西班牙舆论

对“程序错误”说辞并不认同。

“两三年内，西班牙官方肯定不

会让高平回国。”知情者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国内多位法学家认为，获

临时保释并不意味着高平无罪，由于

案情不明朗，西班牙华商未来命运依

旧充满太多变数。

高平每天须到法院报到

据西班牙《联合时报》12月 2日
报道，高平已于 11月 29日深夜被允
许临时保释，与高平同时被保释的还

有另外 16名涉案人员。
12月 3日，高平的好友陈先生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目前高平仍在

西班牙，每天必须去法院一趟，汇报

自己的行踪或接受调查。被释放的另

外 16名涉案人员中，程度也不一样，
有的已经被退还护照，有的护照还被

扣押。

“高平不方便出来说太多，他会

请多个律师参与辩护。”陈先生透露，

西班牙警方的行动是为了抵制中国

货，这让很多华人很伤心。“一位朋友

交了一部分钱准备在西班牙购房，最

后因为这个事件彻底放弃了该想

法。”

10月 16日清晨，西班牙展开了
以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为主的打击华

商洗黑钱的“帝王行动”，警方在西班

牙多地搜查了 120间仓库和住宅，没
收了 1150 万欧元，扣押了 200辆汽
车，冻结逾 120 人的 357 个银行账
户。法庭共发出 110 张拘捕令，目前
已有 83人被捕，其中包括 58名中国
人、17名西班牙人和 8名其他国家人
员。被捕者除了著名的西班牙华商高

平外，还有芬拉布拉达市市长、安全

局局长以及西班牙国王的一位商人

朋友等。

华人报案牵出“涉黑”案

高平是浙江青田人，其令人羡慕

的另外一个光环是浙江省政协委员。

有一组数据大致可以勾勒高平案对

侨乡青田带来的影响———西班牙 16
万侨商中，有 7 万来自青田，这其中
很大一部分都在经营小百货商店。因

为高平的国贸城集团是这些百货商

店供货的最大批发商，直接与高平有

过生意合作的青田籍商人已经上了

警方的名单。

据知情人介绍，国贸城的股东有

7人，其中几个是高平的家族成员，高
平本人所占股份并不高，只有不到

10%，但因其管理才能出众，一直担任
董事长一职。青田当地媒体曾报道

说，高平突破了海外青田人传统经营

模式，拓宽了华商之间的合作空间，

被誉为“股东大王”和“创造老板”。

2011 年，集团年销售额达到 2 亿欧
元。西班牙警方估计，国贸城每天的

现金交易就有三五百万欧元。

西班牙媒体报道说，除了国贸城

批发业务外，高平还拥有超过 700家
连锁超市。但据了解高平的青田媒体

人士介绍，实际上这 700 家超市与国
贸城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

警方的调查开始于当初一位华

人的报案，这位华人说自己用卡车拉

往巴塞罗那的钱被抢了，被抢金额为

500万欧元。警方就开始穿针引线，顺
藤摸瓜，这是“帝王行动”的源头。

接下后，西班牙各大媒体连篇累

牍，纷纷采用“中国黑社会”洗钱为报

道标题，一时间中国人的头上好像被

扣上了黑社会的帽子，敲诈、贿赂、卖

淫嫖娼、非法赌博、贩卖人口和毒品

成为了代名词。

未来充满变数

在外界看来，高平被保释的消息

显得尤其突然，但是陈先生并不这样

认为。他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这本来就是一个冤案，因为西班牙官

方找不到犯罪证据，所以被迫释放。”

据西班牙当局的说法，高平被保

释是因为“程序错误”。按规定，法官

在涉案人员到案后必须在 72小时内
“初审”，之后法官再做出继续关押还

是允许保释的决定。但负责该案的西

班牙大法官安德鲁没有在 72小时内
对高平等“核心人物”进行初审，因此

被律师发现犯了大忌。此后，安德鲁

承认自己的过失，下令保释高平。

西班牙舆论对“程序错误”说辞

并不认同。《联合时报》称，巴塞罗那

的色情演员必达尔是在 10 月 15 日
“帝王行动”中同时被捕的涉嫌人员，

他爆料说，高平的人脉关系已经深入

到马德里高层，如要判高平重刑，恐

怕牵出的高层人物会让西班牙社会

大吃一惊。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得知，西

班牙的刑事审判制度改革后，尽管涉

及警察局、检察院和法院，但是改革

以法院为中心，法院起着主导和指导

的作用。西班牙快速审判的改革，一

个重要措施就是放权。他们把权力下

放给值班法官，值班法官除有轻刑案

件的一切程序权力外，还有对 6 年以
下刑期的实体裁判权，将近一半的案

件可以当天审结。如果被告人对值班

法官的裁判不服，值班法官应当移送

给独任法官审理。对轻刑案件，不要

说经陪审团，就是经合议庭审理都是

很困难的。他们那里实行着严格的无

罪推定制度，基本实现了有罪判刑、

无罪放人。

另外，西班牙的刑事诉讼实行协

商机制，对轻刑案件，检察官与被告

律师可以协商，只要被告人认罪，可

以减刑结案。被告人不同意的，值班

法官只能在 15日内移送独任法官审
判。证据确凿的被告人，一般都愿意

以这种方式结案，国家减少了上诉、

申诉等诉讼成本，被告减少了几年的

牢狱之苦，确有其合理之处。

由此看来，高平快速释放与西班

牙的法制体系密切相关。“两三年内，

西班牙官方肯定不会让高平回国”，

陈先生告诉记者。

接受采访的多位法学专家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西班牙法制比较

完善，相信高平会得到相对公平的处

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高平案走势

还不明朗，未来依旧充满太多变数。

本报记者 闵云霄 特约记者 孟香 原慧

仅获临时保释
西班牙华商高平暂难回国

在每年数十亿元地下黑金市场诱惑下，中国网络游戏私服

领域也上演了一场敌我难辨的无间道。日前，网络版权维护商

盛聚网络（以下简称盛聚）却因“侵权”被查。

“我们有证据表明：躲在幕后的侵权人与公安机关存在联

合打击合法授权公司、为侵权企业谋利的嫌疑。”身在国外的盛

聚高管汤成（化名）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而版权方盛大公司（以下简称盛大）则发表声明，直指“盛

聚侵权说法”失实。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负责此案

的湖北汉川公安局负责人吕永涛以“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察中”

为由拒绝发表评论。

打击“私服”诞生新商业模式

汤成告诉记者，正因为中国网游侵权现象严重，盛聚才定

位于专业的网络版权保护公司，盛大就是其主要的客户之一。

据汤成介绍，仅《传奇》一款游戏每年就有约 20亿元的市
场，这款游戏进入中国的半年间就涌现了 500多家私服网站。
盛大为了打击私服特意成立了稽核部，每年投入三四百万元，

但效果一直不好。盛聚总经理胡儁当时正是该部门的负责人。

2010年 7 月，胡儁提出了整合私服侵权市场的项目计
划———不花盛大一分钱，还能为盛大追回被侵权的利润。据悉，

盛大之前采取的策略主要是举报打击，盛聚除采用传统维权手

段外更注重引导私服推广正版网游。

根据 2012年上半年数据统计，盛聚每年都能以广告费的
形式给盛大弥补 3000—5000万元的侵权经济损失。在 2011
年打击盗版十大案例中，有 3起是在盛聚的推动下完成的。

维权公司遭遇跨省追捕

然而，在湖北孝感、汉川公安网监部门看来，身处上海的盛

聚却是在披着维权的外衣干着侵权的勾当。今年 8月，两地公
安部门以“侵犯盛大公司知识产权”为由对盛聚立案调查。

“维权少不了跟公安打交道，湖北公安只说是配合调查，我

们就主动把人给送去了。结果，人、车全都被扣押了，什么手续

也没出具。”汤成无奈地说。此后，又有盛聚员工陆续被捕，部分

技术骨干、财务人员被列入网上追逃。

据汤成统计，目前盛聚副总王某被孝感市公安局逮捕，技

术总监王某、客服员工杨某某、范某被汉川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其他员工具体情况不详。“现在员工大都躲了起来，害怕被抓，

公司实际上处于停业状态。”汤成说。目前，胡儁也身在国外，尚

不清楚与此案是否有关联。

“我们公司的登记地及经营地都在上海，湖北没有分部，而

孝感、汉川既非所谓的‘犯罪行为地’，也非所谓的‘犯罪结果

地’，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抓人，动机令人怀疑。”汤成认为，上述

警方存在越权执法的嫌疑。

“9月 26日，盛大调查发现，我们并没有合同之外的违规
举措。”汤成表示，盛大已经发表声明，称盛聚不存在侵权行为，

也没有举报过盛聚，湖北警方此次立案缺乏“被侵权方”和“举

报人”等法律要件。

记者致电盛大相关知情高管，对方称要通过公关部门走采

访程序。但截至发稿，盛大并未对记者的采访做出实质回应。

“私服”江湖

更加蹊跷的是，此案的举报人陈荣峰与盛聚有着数不清的

恩怨。2009年 12月，经常活跃在私服领域的陈荣峰成为盛大
稽核部的线人，并在盛聚成立之后同时为盛聚提供《传奇》私服

发布站侵权信息。

不久，盛聚发现，陈荣峰在为盛大提供线索拿取报酬的同

时，还为部分非法私服业主提供庇护并牟取保护费。盛聚随即

与陈荣峰决裂，恩怨也就此产生。

今年 5月，盛聚突然遭到大规模流量攻击，网站一度陷于
瘫痪。事件中，陈荣峰掌控的游戏论坛不但推波助澜，还积极推

销另一家服务器供应商大郎机房。这起事件最终被警方侦破，

组织流量攻击的网络黑客以及大郎机房业主均被网上通缉。

汤成说，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没想到紧接着就是这个精

心设计的陷阱，诱饵则是盛大“热血传奇”的非法私服“吉祥传

奇”。其经营者已在今年 3月被警方抓获，释放之后又突然主动
联系盛聚寻求合作，盛聚在与盛大沟通并取得同意备案后，于

今年 7月初开始尝试与该经营者展开试点。
盛聚之后调查得知，在双方合作之前，“流量攻击”事败的

陈荣峰已经先后多次到湖北武汉、孝感活动。“可见，举报盛聚

侵权和跟我们合作吉祥传奇是早有打算的，而且案件中湖北警

方与陈荣峰的互动非常明显。陈荣峰不仅能在相关人员被抓捕

之前就收到消息，而且最快能在 5分钟之内将我公司员工被审
讯的照片及视频传到网上。”汤成说。

在盛聚向公安部门提出上述质疑后，陈荣峰旗下的论坛已

经关闭。截至发稿前，记者未能联系上陈荣峰。

汤成还透露，公安机关有关人员曾多次暗示，“盛聚应主动

承认错误上缴罚款，公司主要负责人可以免于追究责任。”

就上述情况，记者向湖北公安部门求证。“我无法确认你的

记者身份，有事见面谈吧。”湖北汉川主管此案的局长吕永涛在

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此案还在侦察过程中，不便透露，

有问题可以委托律师。”

50亿“私服”黑金诱惑：
打假者遭遇无间道？
本报记者 郭奎涛

私服，即私自存在并运营的服务器，最通俗的解

释就是盗版网络游戏。因为免费加上可以更快升级，

私服及其业主几乎分流了约 1/7的中国正版网络游
戏市场。艾瑞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网络游戏企业
收入规模达到 476.2亿元。保守估计，去年中国的网
游私服市场规模至少在 5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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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污染”后续报道】

本报记者 钟文

绍兴滨海工业区：企业污水直排杭州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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