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14
２０21．1.19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新闻

检察公益诉讼拓展新领域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公益诉讼的范围何以需要
拓展？

2014 年 10 月， 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检
察公益诉讼的制度确立，让公益
诉讼领域有了“国家队”。 据了
解，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行政
诉讼法和英雄烈士保护法规定，
检察机关目前履行公益诉讼职
责的范围为“4+1”，即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国
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英烈权益保护。 不过，在
2017 年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
诉讼法并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制度明确写入这两部法律
时，其所明列的案件范围后都有
一个“等”字———这意味着检察
公益诉讼除法律明确规定的领
域之外，还为其他相当重大公共
利益的保护留下了空间。

在杭州，京杭大运河是一张
文化名片，而搭乘水上巴士感受
千年运河风韵，是不少市民与游
客的选择。 然而，有人却因为小
小台阶， 止步于码头与客船的
“最后 10 米”。

2020 年 3 月，杭州拱墅区检
察院在排查中发现， 拱宸桥、信
义坊两处客运码头内，出入口至
乘船点之间仅设有台阶，未设置

无障碍坡道，也未配置轮椅等辅
助器具，违反《浙江省实施〈无障
碍环境建设条例〉办法》相关规
定。 针对上述问题，拱墅区检察
院向杭州市港航局发出行政公
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职能
部门对上述两处客运码头进行
整改，并开展专项整治，切实保障
特殊群体合法权益。 在检察机关
推动下， 两处客运码头无障碍设
施完善到位， 全市承担公共水上
服务的客运码头无障碍通道设置
率达 78%，轮椅配备率达 85%。

“无障碍设施并非残疾人专
属， 还惠及众多特殊需求群体，
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 ”杭
州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
毕克来表示，检察机关作为公共
利益代表， 推动无障碍环境建
设，责无旁贷。 2020 年 1 月，杭州
市检察院在全市部署推进无障
碍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行动，主要涉及附属于市政设施
的盲道被违规占用或破损缺失、
人行天桥未配套设置无障碍设
施等 8 种类型。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 全市检察机关办理无
障碍专项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共
计 33 件， 涉及违反法律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以及国家标准强制

性条文的违法点共计 125 处。
杭州从民生入手保护公共利

益， 只是全国检察机关探索拓展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一个缩
影。2020年 1月至 9月，全国检察
机关共办理“等” 外领域案件
15046件，占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
16.7%，其中诉前程序“等”外领域
案件同比增加 11.7个百分点。

文物和文化遗产成新重点

甘肃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文化
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从 1996年起，敦煌三危
山下莫高窟建设控制地带内，5家
石料厂和砂矿违反文物保护禁止
性规定，在作业过程中炸山采石，
乱挖乱堆，破坏山体形貌，生产作
业产生的粉尘对莫高窟的生态环
境、 景观形象和文物安全造成危
害隐患， 同时对周边居民的生活
环境、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困扰。

2016 年以来，尽管有关部门
多次督促整改，但违法行为始终
未得到有效遏制。 2019 年 11 月，
群众举报的该案线索被移交敦
煌市检察院办理。 由于该案涉及
负有行政监管职责的部门多且
存在职能交叉，敦煌市检察院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采取公开宣告
的方式分别向负有直接监管责
任的 4 家行政单位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要求各单位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尽快消除文物和环境安
全风险隐患。

不仅如此，4 月 25 日敦煌市
检察院还组织召开落实整改圆
桌会议，省、市文物部门、敦煌市
政府、敦煌研究院和市自然资源
局等相关单位有关负责人和部
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20 余人
参加，共同协商解决石料厂关闭
退出相关事宜，助力莫高窟文物
和三危山景区环境保护。

“目前，检察机关正将文物
和文化遗产领域作为公益诉讼
新领域的重点予以部署推进。”最
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
绍，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
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专门就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益诉
讼提出的建议和提案达几十件；
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住建部也
高度关注文物保护领域的检察公
益诉讼实践并专门开展调研，希
望借力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共同加
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总的来看，从中央顶层设
计到地方性立法，到各相关职能
部门，对于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
讼职能、有效激活和提升文物治
理能力水平、推动形成保护合力
都有高度共识。 ”胡卫列表示，截
至 2020 年 11 月，23 个省级人大
常委会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
工作的专项决定， 其中有 17 个
明确将文物、文化遗产保护纳入
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范围。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建筑物退让铁路安全距离
不达标，检察机关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促使行政机关严格规范涉
铁建筑规划许可审批；村民放养
马群侵入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
逼停列车，检察机关督促、协调
政府机关、铁路部门、养马村民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
2020 年 12 月 24 日，最高人民检
察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联合发布 10 起铁路安全生产
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充分借助检察公益诉讼，
共同推动高铁沿线安全隐患治
理。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企业管理和法律事务部主任
魏南珍说， 在国铁集团自 2019
年 10 月 20 日起开展的高铁外部
环境集中整治大会战期间，国铁
集团与公检法机关成立执法监
察组，将重点督办的高铁沿线安
全隐患作为公益诉讼线索移送
检察机关办理。 在大会战结束
后，执法检查组继续与检察机关
加强协作配合，移交相关问题线
索， 检察机关延伸办案职能，推
动类案监督，持续跟进监督短期
内未能解决的铁路沿线安全隐
患，办理了一批典型案件。

铁路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
讼案件一般具有跨区划、 跨部
门、专业性强的特点，沿线安全
隐患成因复杂、 治理难度大、责
任主体多元，往往成为困扰路地
双方的老大难问题。“检察机关
作为第三方力量，通过公益诉讼
的方式介入涉铁安全隐患整治，
为各方搭建磋商交流的平台，督
促铁路沿线职能部门、属地政府
和铁路部门依法履职、 形成合
力，取得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的办案效果。 ”胡卫列表示。

202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提出，规范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拓展办案范围，积极、稳妥
办理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生物
安全、妇女儿童及残疾人权益保
护、网络侵害、扶贫、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等领域公益损害案件。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要
紧紧围绕服务保障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和法律实施，协同协作推
动解决国家治理难题，特别是困
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突出问
题。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主办检
察官邱景辉表示，“积极、 稳妥”
探索公益诉讼新领域，“积极”的
一面是在政治站位上坚持对人
民高度负责， 勇于担当、 主动作
为；“稳妥”的一面，就是要秉持法
治、理性精神，立足公益诉讼检察
职能定位， 把握办案程序和实体
的规范性，聚焦重点领域、注重办
案质效，做足做实调查取证、研究
论证、民意舆情研判等工作，争取
各方支持。 （据《人民日报》）

“� �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
定》 在 ‘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
督’部分 ，进一步明确要求 ‘拓
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此后不
久， 最高人民检察院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将
探索拓展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
的指导原则从 ‘稳妥 、积极 ’调
整为‘积极、稳妥’。

一年过去了， 检察机关在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上成效
如何？ 对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
公共利益保护问题， 公益诉讼
到底又发挥了什么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