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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友国江丞华

宁南政府强收水电开发权
依补河电站建成不准发电

宁南夕鑫的停产要从 2012年说起，从 7月 12日到 7月
20 日，短短的 9天时间，宁南夕鑫就连续收到分别来自于发
改委、经信局、环保局、电力公司的 4份行政处罚书、通知书，
要求一、二、三级电站停止发电，四、五级停止建设。

记者从上述处罚书中了解到，勒令宁南夕鑫停产、停建的理

由是，该公司存在未批先建、未批扩容、没有验收等“数宗罪”。

宁南县环保局、发改局调查并认定夕鑫公司，在依法取得

已批的五级电站外又修建了丝丝落、老党、大寨、金江、牛勒岩

5个小电站，属于严重违规。
对此，夕鑫水电公司法人代表高兴夕没有否认，“我是不

愿意建这些小电站的，因为建设环境不好收益低，一个小电站

一年只有 50万元的售电收入。县里当时主管水电的领导说，
我不能只把好的建了，还是要把条件不好的也开发了，使资源

充分利用，我这才开始动手修建，县里相关部门也让我先建后

完善手续。”

宁南夕鑫向记者出示了一份 2009年 4月的“丝丝落电站
初步设计报告”，上盖有宁南县水利电力勘察设计大队公章 ，

项目报告批准人：李兴盛，核定：尹吉刚，编写：罗义伍。

经水利局局长殷崇宏证实，李兴盛是水利局上一任局长，

尹吉刚、罗义伍都是水利局的公务员。

关于这份报告的出处，殷崇宏称，不清楚情况。

对于水电站扩容的原因，高兴夕向记者解释称：“近年国

家大力提倡小水电技改扩容，当初公司没有过多考虑，认为应

最大化使用资源。一级电站批准是 650千瓦，实际扩容到 720
千瓦。二级批准 1890千瓦，实际增加了 630千瓦。三级在 2005
年底建成，没有扩容。扩容的部分其实与整体无关，即使拆除

也不影响整体运行。”

记者也从四川省发改委咨询得知，按国家相关规定，电站

扩容必须事先申请，由于客观原因，地处偏远山区的小水电站

也可完成扩容后补办手续，以扩容没有报批对已经发电运行

的电站处以停止发电的行政处罚，太过严厉。

中国水电在四川，四川水

电在凉山。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河流众多，是名副其实的

“水能资源王国”。地处凉山州

南部东侧，东临金沙江与云南

省巧家县隔江相望的宁南县

山高谷深，水系发达，白鹤滩

水电站正是在宁南县与云南

省巧家县交界的金沙江峡谷

中修建。

因此，搭车水电开发，借水

电开发千载难逢的机遇实现

“水电经济强县”成为宁南县

委、县政府确定的发展方向。正

当宁南县水电事业蓬勃发展的

时候，一封“请给宁南县夕鑫水

电公司 100 多名工人一碗饭
吃”的求助信寄到了报社。

信中写道：2004 年夕鑫公
司取得宁南县依补河流域一至

五级水电站开发权。投入 1900
多万元于 2005 年底建成依补
河一、二、三级电站并正式发

电，投资 6200 余万元在 2011
年底完成四级电站建设并等待

上网发电，同时投入近 8000万
元完成了五级电站 80%主体工
程建设。

然而，2012年 8月 18日宁
南县公安局、电力公司、发改

委、环保局、电管调度等单位来

到电站，以莫须有的罪名施予

行政处罚，强行将一、二、三级

电站停止发电，已建好的四级

电站不准上网发电，五级电站

停工……此事给地方工农业生

产、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使

公司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100
多名工人无处可去，公司现已

撑不下去。

为寻求事情的真相，记者

经过近 3小时的颠簸，终于到
了目的地依补河电站。

在夕鑫公司四级电站，《中

国企业报》记者看到，从引水管

道、发电机房、配电室到变压站

均已全部建成。

一个叫贾师的彝族汉子还

带领一群职工坚守在电站。

“电站是我们唯一赖以生

存、能够在当地按月领取工资

的地方，我是当地村民选举出

来已经当了十几年的村支书，

是多年的优秀书记，我就不明

白，一个守法经营的电站，政府

说停就停了，不讲道理，希望记

者能为我们主持公道。”记者的

到来，让贾师语气显得颇为激

动，“现在四级（水电站）已经建

完，被勒令不准发电，五级（水

电站）已经完成投资 80%，州发
改委也下来调查过，跑马乡政

府也实际核查过，咋个说我们

没有能力建设？乡政府李书记

可以见证。”

站在旁边的李书记告诉记

者，他们核查过，他们报的工程

量和已完成投资额度误差不

大。

从宁南县城出发，顺金沙江岸边

公路开车行驶 1 小时左右就到达了
宁南县白鹤滩镇，这里地处川滇，从

前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已经被成片

拔地而起的房屋和工程机械的轰鸣

声所代替———总投资 567.7 亿元的
中国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所

在地。

由宁南夕鑫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宁南夕鑫”）投资

修建的五级水电站静静伫立在金

沙江畔宁南县跑马乡政府对面。据

介绍，三峡公司白鹤滩水电站发电

厂主厂房上方刚好是夕鑫公司依

补河五级电站发电机房所在地，往

日夕鑫水电公司五级电站建设热

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已不复见，边坡

垮塌的岩石填满了电站沟渠，掩盖

了引水洞口。

2004 年，宁南县率先在凉山彝
族自治州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形

式对金沙江支流依补河水电开发权

进行拍卖，宁南夕鑫以装机每千瓦

30 元的价格竞拍到地处宁南县跑马
乡的依补河（从丝丝鲁电站取水口起

到依补河入金沙江河段）一至五级电

站项目开发权。4月 22日，中共凉山
州委机关报《凉山日报》报道称，这次

拍卖是凉山州实现了资源由市场配

置，把资源优势转向经济优势的良好

开局。

但现在，宁南夕鑫公司的 5个不
同级别水电站却全部处于完全停产、

停建状态。

一边是宁南县委、县政府确定的

发展“水电经济强县”，一边却是 5个
水电站全部停产。冷热不均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何种深层原因？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来自

于发改委、环保局、宁南县公安局等

政府部门的层层阻碍，直接导致宁南

夕鑫水电站处境尴尬，5个不同级别
的水电站前景扑朔迷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八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责令

停产停业。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

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

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

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

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

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

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

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

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

组织听证。

四川省企业权益保护研究所所

长周德先教授，法学博士、四川法锐

律师事务所主任戢爱平律师认为，这

不仅仅是政府与民争利的案件，而是

一起典型的行政侵权案件，行政机关

对该公司做出停产停业及限期拆除

的行政处罚，没有书面告知其救济的

权利，其表现形式违法、处罚程序违

法、处罚实体错误。宁南县政府对已

经依法拍卖的电站开放项目又提出

收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明显

的行政侵权行为表现，这与推进法治

国家、法治政府、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是格格不入的。夕鑫公

司有权提出听证以及提起行政诉讼

来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如有领导

干部从中以权谋私、有索贿、有腐败

或报复性执法的情形，还可以向纪检

监察部门实名举报。

2012年 7月 12日，宁南县发改

委做出的 92 号关于夕鑫公司违规行

为的整改通知中写道：按照凉山州人

民政府十届第 4 次常务会议要求，经

州纪委（监察）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

核实，夕鑫公司在依补河流域电站建

设中存在未批自建和未批扩容等违规

行为，责令宁南县处置。要求在依补河

流域已建成运行的电站从即日起停止

发电；未完工的电站从即日起停止建

设；未批自建电站和未批擅自改变扩

大装机规模的部分在 2012年 9月 12

日前自行拆除。

在这份 92 号文件中，明显有“责

令处置，停止发电、停止建设”这样责

令其停产停业的内容，在行政处罚法

中属处罚形式之一。名为通知，实质

为行政处罚，处罚依据为凉山州十届

第 4次常务会议要求，这也完全不是

地方性法规一类的依据内容。

据夕鑫公司介绍，没有任何政府

部门告诉他们有什么样的申诉权利。

2012年 7月 17日，宁南县环保

局做出 42 号关于责令宁南县夕鑫水

电有限责任公司依补河流域电站停止

违法行为的决定。该决定就其未批先

建、未批扩容的部分没有环评、没有验

收的情况做出停止运行、停止建设，并

要求 2012年 10 月 15日前补充手续

的处罚。8月 18日，县公安局、电力公

司、发改委、环保局、电管调度就联合

执法，强制执行一、二、三级电站停止

发电，四、五级电站下马停工。

在整个调查处理事件中，行政相

对人夕鑫公司没有陈诉，没有申辩；行

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程序性荡然

无存。

余明思

一起典型的行政侵权案

五级电站拦水坝已经被砂石填满

四级电站变压器 已建成的五级电站引水渠道

已经建成的依补河四级电站发电机房

一封百名员工的“求助信”

宁南夕鑫的“数宗罪”

巨额利益之下的回收

“2004年到 2008年年底，我们同政府配合得很好，工程建
设顺利。2009年 5月，一县委主要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给
我 300万元交出第五级电站开发权, 他找一家公司来接手，当
时五级电站已投入资金 3800多万，我没法答应他。从那以后，
政府就一再阻挠，行政通知、处罚接踵而至，公司没有申辩说话

的机会。”公司负责人高兴夕如是说。 （下转第三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