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满两年
办理案件 905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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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
出的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决
定，我国即日开始全面实施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制度。 6 月 30 日上午，最高
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精神，介绍检察机
关两年来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主要
情况和经验成效。

两年间 13 省份试点

2015 年 7 月 1 日， 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
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
讼试点工作的决定》，北京、广东、内蒙
古、吉林等 13 个省份作为试点，开始了
为期两年的“公益诉讼试验田”工作。

在 13 个试点地区， 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如果发
生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的案件， 检察机关可以作为诉讼主体，
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

办理案件 9053 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
厅长胡卫列介绍，截至 2017 年 6 月，各
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共办理公益
诉讼案件 9053 件， 其中诉前程序案件
7903 件、提起诉讼案件 1150 件。 诉前
程序案件中， 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违法
5162 件， 相关社会组织提起诉讼 35
件。 起诉案件中， 人民法院判决结案
437 件，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
求。

记者了解到，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有
效保护生态环境， 有效保障和改善民
生。安徽省阜南县住建局在未办理任何
审批手续及建设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
下， 违法使用农地 56.8 亩堆放和处置
城市生活垃圾，长达 16 年，累计倾倒生
活垃圾 70 余万吨， 导致垃圾场附近的

谷河、土地、空气受到严重污染，严重影
响当地防洪安全和周边群众正常生活。
阜南县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法院
当庭判决责令该局对涉案垃圾填埋场
进行无害化处理， 修复区域生态环境，
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当地群众的严重
污染问题。

“从源头上推动解决了一批舆论高
度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对生产生
活影响严重的‘老大难’问题。 ”发布会
上，胡卫列指出，试点地区检察机关从
生活垃圾处理、饮用水安全、食品药品
卫生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方面入
手， 探索出了司法保护公益的中国道
路，在完善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同时，也强化了检
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公益诉讼不再“冷场”

此前，2013 年的新民诉法明确了
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对污染环境、侵
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
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2015 年的新环保法提出， 对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行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与群体性环境事件逐年增加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公益诉讼并未随新民诉
法、新环保法的出台而“井喷”，个别环
境资源审判庭甚至曾面临“无案可审”
的局面。

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作“关于提请
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和民事诉
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说明时表示，
在试点地区，公益诉讼原来的“冷场”局
面已经明显改观。

他通报了两组数据。 截至今年 5
月，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
讼案件 7886 件， 其中诉前程序案件
6952件，提起诉讼案件 934 件。 诉前程
序案件中，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违法 4358
件，相关社会组织提起诉讼 34件。 起诉
案件中， 人民法院判决结案 222 件，全
部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此外，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督促恢
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
原 12.8 万公顷， 督促治理被污染水源
面积 180 余平方公里， 督促 1400 家违
法企业进行整改； 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65 亿余元， 其中督促收回国有土地出
让金 54 亿元，人防易地建设费 1.26 亿
余元，督促违法企业或个人赔偿损失 2
亿余元。

最高检提请完善司法解释

在试点中，对涉及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案件的管辖进行了特别的规定，在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由行政机关所在地基
层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基础上，规定此类
案件由市（分、州）人民检察院管辖，避
免此类案件可能受到的客观影响。

下一步，最高检将及时制定完善公
益诉讼司法解释及相关配套文件，积极
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协调，共同制定检
察机关提起、人民法院审理公益诉讼案
件的司法解释，并坚持问题导向，明确
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建立调查核实等
配套保障机制，在充分吸纳试点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
公益诉讼程序

曹建明说，到今年 7 月，13 省份的
试点期满。 今年全国两会上，240 余位
代表、委员提出议案、建议，认为试点完
善了公益保护体系， 达到了预期目标，
建议在全国推广。

今年 5 月 23 日， 中央深改组第三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试点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
议的报告》。 会议指出，试点期间，检察
机关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积累
了丰富的案件样本，制度设计得到充分
检验，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 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最
高检提交“关于提请审议行政诉讼法修
正案草案和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
议案”， 拟通过修订行政诉讼法和民事
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的主体地位，以及能够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的主体范围。 （张明敏/综合）

《2017 中国工业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6 月 26 日，《2017 中国工业行业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在北京发布，打造负
责任的中国制造。

《2017 中国工业行业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 发布报告企业 99 家， 覆盖电
力、煤炭、钢铁、石油、化工、通用及专用
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子通信设备制
造、食品饮料、医药等 18 个行业。

总体上看，报告主题鲜明，与企业
价值观和经营业务结合紧密；编制依据
和参考标准多样，并能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一些企业还对标了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 17 项目标； 披露信息更加全面，案
例、 专题内容设置和形式表达不断创
新，“互联网+社会责任报告”的传播方
式更为普遍。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工业经济发
展呈现筑底回升态势，发展质量逐步提
高，同时也面临突出矛盾和困难。 积极
推进负责任制造，持续增强工业企业竞

争力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负责
任制造的内涵以及工业企业开展负责
任制造需要处理好的多种关系，需深入
开展负责任制造澄清认识，大力建设精
益求精的工业文化；明确方向，制定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强化管理，全面
提高企业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社会与
环境影响的能力；主动沟通，建立企业
与社会各方的理解与信任； 多方协同，
营造支持负责任的企业健康成长的社
会环境。

《报告》提出下一步将开展三项服
务：一是开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与
示范基地建设，推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的创新发展；二是编写《企业 SDGs 信
息披露指南》； 三是在中国工经联连续
举办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的基础上，搭
建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交流平台，
将报告发布活动常态化。

《报告》还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以可

持续发展视角，结合战略重点重塑责任
理念；二是推进履责管理升级，由条块
管理转向系统管理；三是发掘社会需求
与业务契合点，注重实践创新；四是强
化责任沟通，提升透明度，建立互信关
系。

“中国工业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发布会”是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办
的国内工业领域社会责任报告集中发
布平台，旨在为中国工业行业企业提供
社会责任展示和交流平台，构建企业履
责的长效推进机制， 推动形成政府、行
业、企业、社会“四位一体、多元共促”的
协同推进格局，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发布会自 2009 年起每年举办一
届，已有近 600 家（次）中央企业、地方
国有骨干企业和优秀民营企业发布社
会责任报告， 历届参会代表累计近
6000 人次。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