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好“诉”手段 形成“治”合力

津浦铁路固镇火车站站房旧址属于省
级保护文物。 2020 年 6 月，合肥铁路运输检
察院发现，该火车站站房旧址文物保护管理
措施不完备、文物破败受损，保护范围内有
违章建筑， 并有无关人员在此居住生活、饲
养动物，给文物保护带来安全隐患。

省级文物疏于管理，违反文物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 有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合肥铁路运输检察院与固镇县检察院共同
向固镇县文化和旅游局、固镇县城关镇政府
等单位和部门联合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其
及时迁出居住人员和饲养动物， 修葺文物，
整治周边环境， 彻底消除文物安全隐患，并
履行文物保护职责， 落实文物日常监管工
作，确保文物真实完整。

收到检察建议后， 两单位高度重视，迅

速开展综合整治，对文物保护范围内的违章
建筑进行了拆除，动员居住人员及其饲养的
家禽从文物保护区域搬离。并投入建设资金
1670 余万元， 把津浦铁路固镇县站房旧址
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基地和
津浦铁路文化展示基地。 “检察建议帮助我
们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我们将积极行动，共
同发力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固镇县文化和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诉’只是手
段， 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监督依法行
政。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卫东表示，我省检
察机关在提起“等”外领域公益诉讼时，把诉
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状态，把提起
诉讼作为最后手段。 在诉前发送检察建议，
督促其停止违法行为或督促履职，对于经过

诉前程序， 行政机关依然没有及时整改，或
没有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才提起
公益诉讼，坚决维护司法权威。此外，我省检
察机关还在工作中注重与被监督对象建立
良性关系，凝聚工作共识，在办案中注重促
进、支持依法行政，形成社会治理合力。

既要办好一案，更要治理长远。 在办理
“等” 外领域案件中， 我省检察机关还注重
“办理一案、教育一片、影响社会面”的效果
导向，促进地方建立长效机制，完善地域和
行业治理。

马鞍山市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该市
市民对市区宠物犬只管理反响强烈，不文明
养犬行为对市民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带来较
大影响，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马鞍山市检
察院决定将该起案件作为“等”外领域公益
诉讼案件办理。马鞍山市检察机关随即向相
关职能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积极履
职，加大监管力度，同时推动马鞍山市人大
制定地方性法规。2020 年 5 月 1 日，《马鞍山
市养犬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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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察建议帮助我们发
现问题，改进工作。我们将积
极行动， 共同发力做好文物
保护工作。 ”

———固镇县文化和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

●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诉’ 只是手段， 其目的
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监督依

法行政。 ”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卫东

● “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
但公共利益不能等。 ”

———舒城县检察院检察长

梁俊东

● “‘等’ 外领域也包括许多
与群众利益紧密相关、个人维
权难度较大的侵害公共利益

行为。 ”
———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

主任赵杰

“等”外探索不能等

■ 李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检察官作为公共
利益的代表， 肩负着重要责任。 2017 年 6
月，随着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实施以

来， 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公共利益被侵害却
没人愿意管、没有适格主体来管的问题，推
动了生态保护、 食药安全等领域公共利益
的保护。

不过，随着公益诉讼工作逐步向纵深
探索 ， 公益诉讼范围偏窄的问题逐步显
现。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的法定范围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 、英烈名誉荣誉保护 、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等 6 个领域。 鉴于此，检察
机关将公益诉讼法定范围之外的领域称

为 “等 ”外领域 ，并积极推动公益诉讼向
“等”外领域拓展。

拓展公益诉讼领域范围， 回应了人民
群众更加正义、更为安全、更重生态的司法
诉求。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为司法
保护公共利益提出了解决方案， 但如果局
限于具体领域，将导致大量公益保护的“真
空地带”，出现确有公益诉讼需要却没有法
律依据的尴尬。 一方面，群众利益得不到有

效保护，另一方面，公益诉讼制度的作用也
得不到有效发挥。 法律上有“等”字，但保护
公共利益不能等。 “等”外领域探索必须动
起来。

拓展公益诉讼领域范围， 检察机关要
主动作为。 公共利益与群众息息相关，检察
机关是法律赋权的适格主体， 也有法定的
调查权和充足的人力、财力，在维护公共利
益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可以说，检察机
关是老百姓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依靠。 作
为公共利益的“守护人”，检察机关要不等
不靠，主动作为，把群众的痛点、难点和热
点，作为探索“等”外领域的发力点，切实发
挥法律监督职能。 事实上，检察机关也正在

这么做。 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将“等”外探
索原则由 “稳妥 、积极 ”调整为 “积极 、稳
妥”，反映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探索上更
加积极的态度。 各级检察机关也在积极行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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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公益诉讼领域范围， 还须 “走得
稳”。 公益诉讼是一项新生事物，在立法中
以“等”字兜底，既体现了立法者对公益诉
讼起步阶段的谨慎态度， 也体现了对这项
制度的前景展望。 同时，要正视司法资源是
有限的，探索“等”外领域还需稳扎稳打，在
承受范围内慢慢积累经验，向前突破，谨防
过犹不及。 在探索“等”外领域时，要准确把
握“等”外领域的外延范围，严格区分公共
利益和个人利益、少数人私利，聚焦重点领
域办理案件。 此外，检察机关绝不能有包揽
全局、包打天下的想法，还要积极争取地方
党委、人大、政府等各方面的支持，形成保
护公益的强大合力。

■ 本报记者 李浩

记者：请问什么是“等”外领域公益诉讼？
李卫东：2015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安徽等全国 13 个

省区市开展试点，2017 年 6 月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正
式建立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根据制度安排，当国家和社会公共
利益受到侵害时，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对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
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英烈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的法定范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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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名誉荣誉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等 6 个领域。 在上述法定 6 个领域外，即是通常所说的公益诉
讼“等”外领域。

记者：哪些领域可以被纳入“等”外范畴？
李卫东：关于“等”外领域，法律没有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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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
《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对公益诉讼
“等”外拓展范围明确为三个方面：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明确
要求的新领域，包括安全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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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地方性法规支持探索的新领域案件；三是中央
层面改革文件等要求研究探索的其他新领域，包括重点领域质量
安全、证券、就业歧视、国防动员、军人利益等。

记者 ：我省检察机关如何开展 “等 ”外领域公益诉讼探索
工作？

李卫东： 我省检察机关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要求，在法定领域基础上，立足本地治
理特点，着力围绕“三个聚焦”，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办理
了一批有影响的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案件，有力维护了国家和社
会公共利益安全。

聚焦中心工作新要求，做好三个“结合”。 结合服务疫情防控
大局，积极办理涉疫公益诉讼案件，有效助力依法战疫。结合服务
三大攻坚战，探索开展扶贫领域公益诉讼。 结合服务保障长江经
济带发展国家战略，省检察院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强化全省检
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安徽）经济带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
工作意见》，明确要求探索办理涉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危化品管理、
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等公共安全“等”外领域案件，为省委“三大一
强”专项攻坚行动提供法治保障。

聚焦人民群众新期待，突出三个“坚持”。坚持依法开展，积极
推动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坚
持突出重点，关注地方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关心、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打好解决重点领域损害公益问题持久战。 坚持
公众参与，积极推进“智慧公益诉讼平台”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信息化手段收集、挖掘新领域公益诉讼线索。 多地检察院
上线公益“随手拍”小程序，方便群众举报。

聚焦社会治理新需求，注重三个“强化”。 强化双赢多赢共赢
理念，在工作中注重与被监督对象建立良性关系，在办案中注重
促进、支持依法行政。强化推进构建长效治理机制，在办理“等”外
领域案件中，促进地方完善地域和行业治理。 强化内外协同机制
建设，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与刑事、民事和行政检察的线索移送
机制，在个案探索基础上，注重推进相关行政机关开展类案治理，
提升公益诉讼的社会影响力和认同度。

记者：下一步，我省检察机关将怎样积极稳妥探索“等”外领
域公益诉讼？

李卫东：我省检察机关将以贯彻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检
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为契机，积极办理在《决定》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中已
经明确的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安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个人信
息保护等领域损害公益案件。 进一步强化精品意识，着力办理一
批在办案理念、社会风尚方面有引领作用的“等”外领域典型案
件，并加大宣传力度。 聚焦解决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着力办好
群众身边的“小案”，将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对案件数量较多、
办案效果较好的“等”外领域工作做法进行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工作经验，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

什么是“等”外领域公益诉讼？如何
积极稳妥开展这项探索？记者对话省检
察院相关负责同志———

积极稳妥拓展
回应群众期待

对话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卫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我省检察机

关积极探索““等””外领域公益诉讼，，织密公共利益保护网——————

公益诉讼 如何拓展““等””外领域
■ 本报记者 李浩

● “群众在维护公共利益方
面的痛点、难点和热点领域，就
是公益诉讼发挥作用的重点领

域 ，也是探索 ‘等 ’外领域公益
诉讼的发力方向。 ”

———宣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宋从文

● “在探索 ‘等 ’外公益诉讼
时， 既要积极推进， 也要坚持
‘稳妥 ’原则 ，准确界定公共利
益范围。 ”

———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

主任赵杰

稳妥定范围 积极不“越位”

宣城市宣州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职中
发现，许多居民小区存在业主私拉电线给电
瓶车充电，占用阻塞消防通道等问题，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危害公共安全。

宣州区检察院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建议他们切实充分履行消防监
督管理职责，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收到检察
建议后，某街道办事处仍然我行我素，没有
认真履行消防监督管理职责，辖区内“飞线
充电”、阻塞消防通道等乱象没有改变。面对
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宣州区检察院依法
对该街道办事处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日前，宣州区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并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
讼请求，确认该街道办事处未依法履行消防
安全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并判令其在判决
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对辖区内存在的消防安
全隐患履行监管职责。

“群众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痛点、难点
和热点领域， 就是公益诉讼发挥作用的重点
领域，也是探索‘等’外领域公益诉讼的发力
方向。 ”宣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宋从文表示，
消防通道是否畅通关系到公众生命和财产安
全，是关系每个人的“关键小事”。该院把办理
公共安全领域案件，作为探索“等”外领域公
益诉讼案件的重要抓手， 于 2019年 10月开

始在全市部署开展“保障公共安全”检察公益
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决定在消防安全、电梯安
全、燃气安全、加油站安全、游乐设施安全等
公共安全领域开展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共办
理涉公共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74件。

“在探索‘等’外公益诉讼时，既要积极
推进，也要坚持‘稳妥’原则，准确界定公共
利益范围，不能随意外延，更不能把个人利
益或部分群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混同起
来。 ”赵杰说。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如何
确保不“越位”？去年，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关
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其中第
二条明确要求，全省检察机关在办好法定领
域公益诉讼案件的同时， 要在安全生产、公
共卫生安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个人信
息保护等领域积极探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这为我省检察机关开展“等”外公益诉讼探
索提供了遵循。

·得失谈·

办好“等”外案 守住公益关

日前，舒城县居民孔某、贾某对电脑和
手机进行清理，经法官核实确认，他们曾经
非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被删除一空。一起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公益案件圆满办结。

孔某曾于 2017 年至 2019 年间通过用
购买或与他人交换等方式，非法获得舒城县
14 个小区业主的个人信息， 并将其中的 4.5
万余条信息卖给了本地多家建材、 装饰公
司，获利 6000 余元。 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
关还发现，舒城县某房地产公司置业顾问贾
某，非法获取所在公司 5795 条业主信息，以
6000 元的价格将这些信息出售给瓷砖经营
户吕某。

“孔某、贾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侵害了众多不特定多数人的隐私权，而且易

引发犯罪，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舒城县
检察院检察长梁俊东表示，过去，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只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个人信
息权是公民基本民事权利，侵犯这一权利的
行为还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对于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有
权提起公益诉讼，但个人信息安全不在法律
明确授权的公益诉讼领域之内，属于公益诉
讼“等”外领域。 “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
公共利益不能等。 ”梁俊东告诉记者，舒城县
检察院决定对该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 法院一审判决孔某、贾某犯侵害公民
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他们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和拘役 3 个月缓刑 6 个月； 判令孔某、
贾某立即销毁所存全部公民个人信息，并在

全国性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确立

后，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对损害国家利益
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 。
但是，法律明确授权的公益诉讼领域只包括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
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烈
权益保护、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 6 个领域。
“法定领域之外的公益诉讼，被统称‘等’外
领域公益诉讼。 ”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
赵杰说。

“‘等’外领域也包括许多与群众利益紧
密相关、个人维权难度较大的侵害公共利益
行为。 ”赵杰介绍，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我省
检察机关积极开展“等”外领域探索，2020 年
共办理“等”外领域案件 1323 件，占全部公
益诉讼案件数的 21.66%， 其中民事公益诉
讼 108 件，行政公益诉讼 1215 件，涉及公共
安全、公共卫生、国防军事、扶贫、公民个人
信息、文物和文化遗产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