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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6 月 1 日，河南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 2018
年学术研讨会在中牟县检察院召开。本次会
议由河南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由河南省检
察院、郑州大学、国家检察官学院河南分院合
作筹建）主办，中牟县检察院承办。研讨会邀

——河南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

年学术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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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公益诉讼推动转型发展

A

公益诉讼研究
为检察机关提供智力支持

河南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是致力于推动检察公益
诉讼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的学术机构，
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揭牌成立，
旨在通过理论研究为加强检察工作服务，
为
维护公共利益服务。
最高检民行厅厅长胡卫列在河南检察公益诉讼研
究院揭牌仪式上表示，
郑州大学、
国家检察官学院河南分
院的专家学者们围绕检察公益诉讼，
开展学术研究，
承担
重点课题，
举办交流论坛，
承担培训任务，
为检察机关开
展公益诉讼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胡卫列指出，充分利用好公益诉讼研究院这个平
台，
依托更多的机构、
部门、
单位，
深入交流、
深入研究、
融
合共进，
既能够努力解决检察公益诉讼的理论性问题，
形
成具有前瞻性的重大理论研究成果，
又能够着力解决检
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难点问题，
提升办案质量；
既
能够帮助提升公益诉讼人才队伍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
慧，
又能够帮助提升人才队伍的科技智慧，
进而提升整个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司法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
最高检民行厅行政检察二处正处级检察员、
高级员
额检察官刘家璞认为，
公益诉讼是协同之诉，
督促之诉。
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
必须认识到监督者与被监
督者的目标是共同的，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从
2017 年 7 月到 2018 年的 4 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办理了
19252 件案件，
比试点期间两年时间办理的案件还要多，
为国家挽回损失100.8亿余元。
刘家璞说，公益诉讼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从产生
到现在，从试点到现在不到 3 年，从立法到现在，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还不到一年，
所以，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还有不少立法空间，
希望专家学者与检察机关共同为之
付出努力。

B

河南检察公益诉讼
在非试点省市位居前列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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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以来，河南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的决策部
署，立足服务大局，统筹安排，重点推进，积极稳妥推动
公益诉讼工作有序开展。
省检察院民行处处长牛晓丽介绍，2017 年 7 月 1
日，检察公益诉讼全面铺开后，河南作为非试点地区以
办案为基础，脚踏实地，力争公益诉讼工作取得良好社
会效果。截至 2018 年 4 月，全省共收集案件线索 731
件，立案 558 件；经诉前程序办理 474 件，经审批起诉 17
件，其中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4 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1
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12 件，支持起诉 6 件，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 4.56 亿元，各项数据位居全国
非试点地区前列，是全国非试点地区第一个完成拟起
诉案件前五起层报审批任务的省份，也是公益诉讼案
件全国非试点地区第一个开庭、第一个判决的。
牛晓丽表示，下一步河南检察机关将紧紧围绕高
检院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建立专业化的公益诉讼工作
团队；围绕诉前程序，完善工作机制；聚焦民生领域，办
理一批质效统一的精品案件。
中牟县检察院检察长丁海江发言时说，2017 年以
来，中牟县检察院高度重视公益保护工作，先后办结了
最高检批准的全省首批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以及省检
察院批准的全省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通
过诉前程序办理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案件29件，
追回
流失国有资金 3.058 亿元。县委县政府出台了支持县检
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工作的文件，
初步实现了公益诉讼流
程规范化、监督精准化、办案精细化、队伍专业化。

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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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到多名国内知名学者，省内公益诉讼一线
业务专家以及来自河南省高级法院、河南省
环境保护厅、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十家协作单位的近 20 位领导和专家，以检察
公益诉讼与转型发展为主题共同参与研讨。

C
实现宪法监督定位促进公益诉讼新作为
在学术研讨阶段，权威专家
均对河南省检察机关开展公益
诉讼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同时对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建言献
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
会会长韩大元强调，检察机关在办理公益
诉讼案件时，要注意从宪法高度认识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价值与功能，把公益诉讼
看作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实现途径；环境
资源、食药安全等领域专业性程度高，检察
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要解决专业化问题，培
养一批专业化水准的检察官队伍；建立健
全公益诉讼案例信息库；大力推动人工
智能、信息化建设。
“公益诉讼的目光不能仅
仅盯在环保领域，食品药品安
全在某种程度上比环境
污染给公众带来的
危害更广更

大，期待公益诉讼触及更多领域。”韩大元表
示。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中国行
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周户认为，检察机关
开展公益诉讼是实现宪法法律监督定位的
好途径。
王周户表示，宪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法
律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从事任何活动的基
础依据，这个大前提必须要有。法律监督机
关不是对所有的法律问题都去监督，核心是
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实现。
进入新时代，人民检察院在职能上发生
新转变，这种转变其实是中央赋予的新使
命，也是重大机遇。郑州大学法学院常务副
院长、中国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沈开举表
示，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领域应有新作为，
集中表现在食品药品监督和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领域；人民检察院要履行好法律监督职
能，应该整合检察机关内部资源；要推动
公益诉讼立法工作。

D

强化部门联动谱写公益诉讼新篇章
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邹波说，公益诉讼是法检两家共
同的任务，承担着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推动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使命担当。邹波建议公益
诉讼要做好三个衔接：
民、
刑公益诉讼的衔
接；
检察机关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衔
接；
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同时，
公益
诉讼的后续法律程序也要跟进。
省环境保护厅政法处副处长毛瑞霞表
示，环保执法部门根据自身的职能，在公益
诉讼的证据材料收集方面相较其他部门有
技术上的优势。检察院应该和环境保护部
门更加注重衔接协调。
毛瑞霞建议，健全相关的制度
规则，增加公益诉讼的可操作性，比
如完善公益诉讼案件的移送程
序；实现证据衔接，保障公益
诉讼的证据有效可行；
开展专业性、针对
性强的培

训，提高执法人员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
水平和实践能力。
“一年来，我们社会企业责任促进中心
共起诉了四个案子，四个案子当中我们遇到
了一些问题，这也应该是全国面临的问题。”
省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副主任张国存说，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三个比较难
掌握的问题：一是经费问题。能否由河南省
成立专项基金用于环境公益诉讼；二是案源
问题。应多部门联合执法，努力做好个案衔
接。三是成立公益环保联盟，发挥各自的优
势，把河南省的环境公益诉讼推向一个新的
高度。
博云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唐有良说：
“我们
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五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
其中有四件就是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
”
唐有良建议，检察机关加大公益诉讼的
培训和研究力度，加大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
中的推动协调作用，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权
利的保障。希望检律进一步加强合作，
共同谱写公益诉讼新篇章。

E

加强探索创新推动公益诉讼与时俱进
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
察长李自民指出，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
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
是十八届四中
全会确定的重要改革任务。自去年检察
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全面推开以来，全
省检察机关积极推进公益诉讼工作开展，
所
办案件数量在全国非试点地区位居前列。
在今后的工作中，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
共赢理念，汇聚公益保护合力。检察机关开
展公益诉讼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政法思想以及生
态文明建设思想为指引。行政机关在检察
机关开展的公益诉讼工作中，必须充分
认识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
重大政治意义。检察机关要增强
主 动 性 ，积 极 争 取 各 级 党 委 领
导，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主动
加强行政机关的沟通，
要建立与法院
协 调

沟通机制，设法凝聚共识，争取更多支持，努
力形成公益保护的整体合力。
要聚焦公益重点难点，精准发力提升工
作效果。检察机关应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新期盼，
紧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采取有针对性的
举措提升办案效果。选准群众反映强烈、治
理有难度的问题；立足地域特色开展专项行
动，形成公益保护的规模效应；坚持效果导
向，
引领工作创新发展；
注重运用全媒体宣传
形式，
不断扩大公益诉讼工作的社会效果。
要加强理论探索攻坚，推动检察公益
诉讼实践与时俱进。 加强理论探索创新
是进一步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发展的基础性
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一是坚持公益诉讼
的目的原则，既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也有
利于保护社会公益。二是坚持诉讼的透明
和诉讼经济原则，即有利于实现诉讼的效
率和公正。三是坚持诉讼的参与方和社会
的认同原则，即有利于体现公益诉讼
的人民中心性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