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十年前，白沙溪畔，洞山顶上，眼看着已经矗立 400 多年
的洞山塔破败，吴翔既痛心又无力。 十年后，吴翔看到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团委发布的‘公益诉讼观察员’招募令，毫不犹
豫地报了名。 这一次，他知道类似洞山塔破败的公益受损问题将
会受到更多关注、更早得以解决。

江苏 3360 人、重庆 1161 人 、内蒙古 995 人 、浙江 969 人、湖
北 972 人……像吴翔这样的公益诉讼观察员已经遍布全国各省
市、县、乡镇。他们有的是基层工作者、有的是媒体代言人、有的是
乡贤……但现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公共利益的守护者。他
们就像是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末梢神经，把那些隐蔽而分散的线索
传输到检察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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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观察员：

从“末梢神经”到“最强外脑”

新闻NEWS

� � 江苏省泗洪县乡贤公益诉讼观察员清理立
牌保护的古树周围环境

“

从基层探索到高层推动

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的深入开展，优质线索发现
难、专业问题研判难、办案力量
配置难等问题也愈发突出。 为解
决这些问题，各地检察机关积极
探索将志愿者纳入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

在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自 2021 年
7 月起在浙江、 湖北检察机关开
展“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试点工
作， 旨在以互联网模式提升公益
诉讼观察员制度的效能， 吸纳环
境资源、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特
定群体权益等领域热心公益事业
的人士参与公益保护工作， 为实
现公益诉讼观察员与检察官更为
便捷的互动提供有效技术支撑。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为了人民、服务人
民，也要依靠人民。 最高检一直
关注和鼓励各地在这方面的探
索，平台的启动是自上而下推动
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的新模
式。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检察官
胡婷婷表示，借助“益心为公”检
察云平台，志愿者可以一键上传
线索，检察官可以向有专业背景
的志愿者开展专业咨询，相关参
与辅助办案的志愿者还可以对
办案检察官进行评价打分，发挥
监督作用。

发现线索，当好“情报员”

目前，公益诉讼观察员多为各
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机关
人员、 各行各业代表和热心公益
的个人。 他们是检察机关设置在
各个角落的“分身”，能够最大程
度地搜集和接触公益受损信息。

“辖区内有上万名居民，就
有上万双‘眼睛’ 在发现‘问
题’。 ”作为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白龙桥镇中济社区的一名基层
人员，十年来吴翔每天面对最多
的就是“问题”，日常工作也就成
了他发现公益诉讼线索的重要
途径。 以往，基层无法解决的一
些问题，比如无主烈士墓腐蚀损
坏现象严重等，他会想到上报政
府、环保部门等。 如今，“公益诉
讼观察员”的身份给了他解决问
题的另一条路径。“百姓反映来
的问题可以借助多方力量和平

台解决，我也很有成就感。 ”
一线工作、法律专业……作

为公益诉讼观察员，吴翔有天然
的优势。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总
是有限的，如何组织和发动更多
人关注公益保护问题？ 对此，重
庆市石柱县公益诉讼观察员向
秋蓉的经验是，想办法发动身边
的亲朋好友。

“我一见到我的朋友，就告
诉他们有什么线索一定提供给
我。 ”向秋蓉是石柱县车辆管理
所的副所长，她说话爽快、热心
公益，自 2021 年 2 月担任公益诉
讼观察员以来，不仅自己积极学
习，还发动亲朋好友一起参与到
保护公益中来。

公益诉讼观察员提供的信
息，不一定都是符合立案要求的
公益诉讼线索。 哪些问题是最迫
切的？ 哪些问题亟需司法途径解
决？ 这需要检察机关事先对公益
诉讼观察员进行培训。“之前，他
们提供的线索千奇百怪。 ”石柱
县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徐文婧
告诉记者，“后来我们进行了‘线
上＋线下’的培训，以通俗易懂的
例子讲解哪些属于公益诉讼范
围，告诉公益诉讼观察员去找类
似的案例，并在微信‘公益诉讼
观察员工作联系群’上，对群内
反馈的线索进行点评。 这种培训
效果很好，线索成形多了。 ”

“公共利益点多面广，如果
不分领域、无论轻重，全部都来
找检察机关，我们肯定也是有心
无力。 我们希望引导观察员在提
供线索时首先聚焦环境污染、食
品安全等重点领域的严重损害
公益的线索。 在‘益心为公’检察
云平台上设置有微课堂、微视频
栏目， 播放典型案例的宣传片，
还有知识答题环节。 ”胡婷婷说，
“照着那些典型案例去找线索，
即使一次两次不符合受案范围，
第三次也差不离了。 ”

协助办案，当好“技术员”

“要不是吴玉开给我们带
路，我们根本找不到这里。 ”提及
公益诉讼观察员的作用，重庆市
江津区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周
其维首先想到的就是“带路”。 在
一些乡镇、 村庄的犄角旮旯，人
工向导远比智能定位靠谱得多，
既省时又省力。

2020 年 7 月底，江津区检察

院接到公益诉讼观察员吴玉开
的举报电话，称江津区李市镇大
桥村有一生猪养殖场将养殖废
水及粪便等外排到河水中。 检察
官立即到李市镇大桥村进行调
查取证，但由于该养殖场所在的
大桥村地处山区， 位置偏僻，乡
村公路狭窄且岔路较多，检察官
无法在手机地图上进行精确搜
索定位。 检察官询问大桥村村
民，但村民不愿意提供养殖场具
体位置。

“我们找了 1 个小时也没有
找到，如果没有人带路，一般人
很难找到。 ”周其维对记者感慨
道，“我们想到了吴玉开，他是李
市镇大桥村村委会综治专干，对
当地情况比较熟悉。 和他联系
后，他也很乐意带路。 在他的带
领下， 我们穿越多条乡间小道，
终于找到了养殖场。 到了地方我
们才发现该养殖场背后是一片
山林，旁边是长江的一级河流黄
墩溪河。 ”

终于找到案发地， 但是当地
村民却不愿意配合调查， 吴玉开
积极帮忙做思想工作， 让村民更
加全面了解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最终， 周边群众把知道的养殖场
排污情况向检察官进行全面反
映，从而使得调查取证顺利进行。

公益诉讼观察员既能发挥
“活地图”优势，又在检察官和群
众之间起到润滑剂、融合剂的作
用。 但公益诉讼观察员给办案增
添的助力，远不止这些。

王震华既是公益诉讼观察
员，也是浙江省湖州市生态环境
局长兴分局夹浦生态环境保护
所的一名工作人员。 2021 年 4
月，浙江省长兴县检察院与江苏
省宜兴市检察院会签《关于建立
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的意见》，
明确建立环太湖流域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跨区域协作机制。“在
对太湖沿线生态环境开展调查核
实的时候，我就和长兴县检察院
的工作人员一起去了。 ”

到达现场
后，王震华和检
察官一起对太
湖沿岸的一处
垃圾进行测量。
凭借着 16 年的
环保工作经验，
王震华判断这
是一起固体废
物污染案件。王
震华及时联络
生态环境局长
兴分局监测站，
并指导他们按
照技术规范进
行采样，随后和
检察官一起把
采样送去检测。
“我们单位 48
小时之内就出
具了检验结果：
水体中的 COD
和总磷含量明

显超标。 我又马上提出了建议，
应该把案件线索和勘查照片移
送至宜兴市检察院。 ”通过现场
勘查、快速检测、线索互移，最终
长兴县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三
份，宜兴市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
两份，被污染的环太湖流域生态
环境得到有效治理。

“我们设立公益诉讼观察员
的最初目的是提供线索，但后来
在实践中，公益诉讼观察员发挥
最多的作用是专业知识。 ”浙江
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综合办案
二组组长应旭君表示，“随着公
益诉讼范围的拓展，涉及的领域
越来越多， 有些专业知识我们也
不是很清楚，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
协助，把专业知识和办案相结合是
这项制度的最主要优势。 ”

在胡婷婷看来，在办案中借
力公益诉讼观察员是非常重要
的，“公益诉讼检察案件办理中，
面临很多跨学科的专业难题，我
们期待有更多相关领域的专业
人士加入公益诉讼观察员队伍。
这样的话，在观察员和检察官的
互动中，平台会优先将相关领域
的案件咨询需求推送给具备相
应知识的观察员。 比如，观察员
在注册的时候，如果填写的专业
或行业是环境领域，平台会将环
保领域的案件咨询推送给他。 ”

如何让更多专业人士成为
公益诉讼观察员？ 各地结合实际
积极探索，浙江、湖北等地检察
机关积极邀请民主党派中具备
专业知识的人士加入观察员队
伍。 为提升观察员的积极性和荣
誉感，各地也探索给予各式荣誉
激励。

定期回访，当好“监督员”

冬日的一个午后，江苏省泗
洪县乡贤公益诉讼观察员老张
背着手，又转到了自己负责的一
棵古树下，看到古树的标识牌仍
在，才放心地离开。 这已经不是

他第一次回访古树了。
公益诉讼案件整改效果如

何，跟进监督很关键。 2021 年 4
月初， 老张告诉泗洪县检察院，
自己发现了古树名木保护不到
位的线索。 检察官随后赴现场对
线索进行核实，发现老张反映的
两棵古树中，一棵古桑树被刻画
且周围有建筑物、封砌了水泥地
坪，一棵古梨树的一根树干被折
断。 4 月 12 日，泗洪县检察院向
县林业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古树名
木保护职责。 6 月 1 日，县林业局
作出书面回复称整改完毕。 整改
已完成， 但老张的任务没有结
束。“每月 15 日和 25 日是公益
诉讼观察员的固定巡查时间，公
益诉讼观察员不仅要发现新问
题， 还要对老问题进行定期回
访，防止反弹。 ”泗洪县乡贤协会
新闻中心主任莫开武对记者说。

吴翔对老爷庙更是轻车熟
路了，“白沙镇离我们单位很近，
隔一段时间，我就骑个自行车去
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整改好。

“公益保护需要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公益诉讼办案一直注
重常态化‘回头看’，对一些已经
办结的案件定期进行现场走访，
确认源头性治理、 长效治理，不
再反弹回潮。 ”胡婷婷说：“全国
检察机关每年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 15 万余件， 全部靠检察官逐
个‘回头看’难以实现，现在由公
益诉讼观察员辅助开展‘回头
看’， 能有效减轻检察官的工作
量，而且他们有的就是案件现场
周边居民，有守护身边公益的积
极性，也能经常‘回头看’。 ”

2021 年 6 月， 王震华与 10
名公益诉讼观察员对长兴县检
察院办理的瓶装燃气安全隐患
治理公益诉讼案进行现场监督
评议。 对涉案的多家餐饮店整改
情况进行实地查看和询问了解
后，王震华认真填写了《公益诉
讼跟进监督评议表》。“我就按照
检察官讲解的安全标准，比如燃
气瓶怎么摆放、 安全距离是多
少，做到了我就打‘√’，没做到
我就打‘×’。 ”在评议中，王震华
提出应对全县瓶装燃气市场进
行调研，及时出台燃气使用相关
规定予以规范的意见。 长兴县检
察院充分吸纳了他的意见建议，
推动全县开展瓶装燃气专项整
治工作。

接下来，“益心为公”检察云
平台第二批试点地区将覆盖“长
江经济带”11 个省份。“守护公共
利益是检察官的使命职责，责无
旁贷、重任在肩，而公益诉讼观
察员的加入， 让我们不仅有了

‘千里眼’‘顺风耳’，还有了更强
的外脑，办案也更有信心底气。 ”
胡婷婷期待，检察官与公益诉讼
观察员的每一次协作、所办的每
一个案件，都是一次公益保护理
念的普及深化。

（据《检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