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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论坛12

结案公告
洛阳瑞升投资有限公司

于2014年11月被公安西工

分局立案打击，2020年6月3

日由西工法院审结，司法机

关 共 追 回 涉 案 资 产

12808005元，所有集资款已

于2019 年12月25日全部清

退集资参与群众。

特此公告。

洛阳市西工区打击和处

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2020年12月24日

结案公告
陕西龙泰基航空旅游有

限公司于2015年1月被公安

金谷分局立案打击，2016年

5月4日由西工法院审结，司

法机关共追回涉案资产

191300元，所有集资款已于

2020年 9月 11日全部清退

集资参与群众。

特此公告。

洛阳市西工区打击和处

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2020年12月24日

结案公告
河南鑫鼎投资有限公司

于2012年2月被公安车站分

局立案打击，2015年2月13

日由西工法院审结，司法机关

共追回涉案资产 39000000

元，所有集资款已于2015年

2月9日全部清退集资参与群

众。

特此公告。

洛阳市西工区打击和处

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2020年12月24日

结案公告
洛阳恒生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于2013年7月被公安金

谷分局立案打击，2015年 2

月4日由西工法院审结，司法

机 关 共 追 回 涉 案 资 产

10460250元，所有集资款已

于 2016年 3月 21日全部清

退集资参与群众。

特此公告。

洛阳市西工区打击和处

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2020年12月24日

结案公告
洛阳蓝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于2013年 11月被公安

金谷分局立案打击，2015年

10月26日由西工法院审结，

司法机关共追回涉案资产

217 元，所有集资款已于

2018年2月9日全部清退集

资参与群众。

特此公告。

洛阳市西工区打击和处

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2020年12月24日

结案公告
河南豫冠珠宝有限公司

洛阳分公司于2015年12月

被公安金谷分局立案打击，

2016年 12月 6日由西工法

院审结，司法机关共追回涉

案资产250元，所有集资款

已于2019年12月26日全部

清退集资参与群众。

特此公告。

洛阳市西工区打击和处

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2020年12月24日

进入新时代，检察工作如何高质量
发展，如何建好建强新时代基层检察
院，成为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个重要
课题。本文以新野县检察院的司法实
践为视角，着重探讨如何通过培育精
品案件，真正办出一批响当当、过得
硬，具有引领性、典型性的监督案件，来
着力提升基层检察院工作品质，推动检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更新司
法理念，打造专业化办案队伍。培育
精品案件，离不开专业化的检察队
伍。要努力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硬检察队伍，切实
打牢检察事业长远发展坚实根基。要
统一执法理念。把“四个意识”“四个自
信”“两个维护”融入具体的检察工作。
要教育引导广大干警主动适应新时代
新要求新变化，提升政治站位，更新执
法理念，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监督理念，
推动形成工作合力。要厚植精品意
识。把“做精细、干精准、出精品”作为价
值追求，把“求极致”的要求落实到办理
每一起案件中去，追求最佳的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要强化思想引导和业务
培训，倡导树立精品意识，把办理精品
案件作为体现检察职责担当，守初心、
担使命的具体表现。要突出加强案例
学习，采取领导班子坚持带头领学最高
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分类选学最高检

“检答网”优秀答疑，重点学习事实认定、
证据运用、法律适用、政策把握等方面
的办案理念和经验做法等方法，着力增
强检察官的案例意识和精品意识。要
培育专业队伍。健全检察人才培养机
制，要综合运用讲授式、模拟式、互动式、
实战式四种学习模式，开展分层分类分
岗培训，强化“学、练、赛”活动，努力做到
人岗相适、业务精通。

高质量发展要培育典型精品案
件。精品案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
需要精心培育、精细打磨的。要坚持
项目化管理。要把精品案件办理纳入
基层院重点工作考评，提高分值比重，
对办理精品案件的团队进行记功奖
励，切实发挥好考评的指挥棒作用，引
导基层检察院把工作重点和精力投放
在精品案件办理上。要坚持专业化指
导。坚持检察一体、上下联动，对于疑
难复杂的刑事案件、有重大影响的案

件、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薄弱领域争
议较大的案件等系列案件，要加强与
上级检察院的汇报联系，充分发挥上
级检察院业务专家多、检察拔尖人才
多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对下指导力度，
帮助基层检察院优化办案方式，提升
办案水平。要坚持精细化办理。精细
化是相对于粗放式而言的，体现的是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司法办案

“求极致”的内在要求。要求检察官在
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都精雕细琢、精
益求精，不留瑕疵、不出差错，追求卓
越。要保持严谨、细致、专注、负责的
工作态度，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职
业热情习惯性地融入司法办案的每一
个细节，对办案中的每一份证据都要
认真审核，于细微之处彰显法律尊
严。要树立高度负责的职业操守，坚
决摒弃差不多思想，适应以审判为中
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坚持精准化
标准，树立案件质量第一的意识，严把
案件事实关、证据关、法律适用关，建
立严格的证据标准，及时排除非法证
据；要明确细化案件质量标准，健全案
件质量评查机制，确保办理的每一起
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

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三个目标，提
升检察工作品质。要树立目标导向，
以案件办理后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引领精品案件办理工作，着力提升检
察工作的品质，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要做到案结事了。始终坚持把
化解社会矛盾贯穿始终，按照息诉罢
访、当事人满意的标准做细每一个环
节工作。要用好检察建议，促进社会
治理。要发挥检察建议在推进社会治
理、维护司法公正、推进依法行政、预
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个人和组织合法
权益、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等方面
的作用，从而助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精品案件培育过
程中，要注意结合案件办理，精准把握
发案特点、手段、规律，强化类案分析
研究，挖掘共性问题，确保问题找得
准、建议可操作、社会效果好。对重点
检察建议坚持检察长公开送达，不断
增强检察建议刚性效果，不断提升检
察工作质量。

（新野县检察院 王永清 王珂）

一、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公益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公

共权利保护方式，具有私益诉讼所
不具有的功效。首先，它能鼓励公
众积极参与法治建设，提高公众参
与社会公益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建
立公益诉讼制度，承认和确立公民对
公共事务的诉讼权利，是人民主权原
则这一宪法或法治原则在诉讼领域
的具体体现。因此，公益诉讼制度的
建立，不仅是对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司
法权力规范化操作的促进，更是对人
民主权原则和社会公正的维护。赋
予公众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和胜诉的
机会，无疑会激发公众的公益诉讼热
情，唤起公众的公共权利意识，推进法
治建设。其次，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得到广泛保护。公益诉讼面对的
是带有社会性、普遍性的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如果法律
对其不设置救济渠道，那么公益保护
将无从谈起。通过公益诉讼程序，鼓
励公众广泛行使公共利益监督权，把
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的行为提交司法审判，使公共利益
得到充分保护。最后，有利于促进依
法办事，维护正当社会秩序。公益诉
讼能够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司法审
查职能，把危害公益的行为均控制在
诉讼领域，实现司法权对膨胀的行政
权和垄断的经营权的制约，促进行政
权、经营权等的正当行使。

二、对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笔者认为，构建公益诉讼制度

的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一是取消对原告主体资格不适

当的限制。针对现行“直接利害关
系说”的局限性，应对“利害关系”作

宽泛的理解，扩充原告主体资格适
格理论，以诉讼目的权衡利害关系，
只要有受法律保护的权益被侵害，
就要允许相关个人或组织提起诉
讼。当违法行为侵犯了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时，具有行为能力的
法律主体就有权代表国家和公众进
行诉讼，主张公共利益以及受其影
响的间接个人利益。

二是采取特殊的诉讼处分权规
则。公益诉讼案件原告起诉的目的
不是为了自身的私益，而是国家和
公众赋予的，因此原告不能像私益
诉讼那样处分其诉讼权利。在诉讼
过程中，如果原告丧失法律行为能
力或死亡，则按照诉讼主体资格的继
承原理，任何符合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条件的机关、团体、公民均可以公共
利益继受者的身份继续参加诉讼；如
一审判决原告败诉，原告放弃上诉
权，其他机关、团体、公民不服一审裁
判的，有权提起再审申请，通过再审
渠道，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

三是不适用调解制度。合意是
调解制度的核心和灵魂，调解制度
在诉讼活动中得以成立的前提是
当事人有处分权，在实践当中为了
达成调解结果，当事人往往要放弃一
部分实体权利。但公益诉讼的性质
决定了原告的“意”不是其自身的意
志，而是代表国家和公众的意志，其权
利和义务都是特定的，无权代表国
家和公众擅自放弃、处分权利，谈
不上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相互协
商、彼此妥协、达成和解的问题。缺
乏合意的条件和基础，调解也就失
去存在的价值。
（新乡市红旗区检察院 梁辉珍）

公益诉讼浅析

基层检察院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升工作品质的几点思考

公益诉讼是为纠正公共性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
而采取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已被广泛接受且日渐形成
较为成熟的诉讼制度。 近年来，随着一些直接关系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例的出现和引起的广泛社会关
注，公益诉讼逐渐成为一个司法热点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