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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北辰区检察院在对辖区无障碍
环境设施使用情况进行排查时发现，部分大型医
院尽管在门诊部、住院部入口处左右两侧设置有
多个无障碍停车位，但普遍存在设计不规范、无
障碍标识不明显、无轮椅通道线或者轮椅通道线
不足1.2米等问题；有的购物广场停车场有停车位
近千个，仅有商城门前的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
位，无障碍停车位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且
设计不规范，无法满足残疾人日常出行需求。9

月22日，该院以行政公益诉讼对此立案调查。
因案件涉及责任部门较多，北辰区检察院邀请该

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展开座谈会，共同研究上述大型公
共场所无障碍停车位初步整改方案，并达成共识。随
后，该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了诉前检察建议，行政
机关立即着手督促整改。目前各大型公共场所已完
成无障碍停车位规范设计10处，增加无障碍停车位18
处，行政机关还持续推动辖区内其他卫生事业机构无
障碍停车位规划，做到无障碍环境建设常态化管理。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韩爱青

照片由市检察院提供

天津大学法学院刘海安教授表示，
检察公益诉讼是人民检察院近年来新
增加的一项重要职能，这一职能的产生
迎合了公益保护的迫切需要，在很大程
度上弥补了以往在公益保护方面的短
板，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

一些公益损害可能已经达到很严
重的程度，然而这些损害对个人的影响
很可能并不大，个人所受的损害往往没
有严重到法律保护的程度，因此对加害
主体提起诉讼的败诉风险很大，维权目
的难以奏效。在很多场合，个人寻求法
律保护所付出的成本往往大于其所受
的损害，这就严重削弱了个人维权的

动力，进而也影响到公共利益的维护。
公益诉讼机制专门针对严重的公益

损害而产生，避免了个人维权的困境，同
时依托于相应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依据，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公益保护的目的。
当然，检察公益诉讼只是检察院行使公益
保护职责的其中一种手段，而且是一种可
供最终采取的有威慑力的手段。在行政
公益保护上，检察院更常用的是诉前检察
建议，这一方面能发挥检察院在公益保护
方面的积极能动作用，有利于促成相关行
政主体单独或者协同解决公益保护难题，
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浪费更多的司法资源，
实现成本和社会效益的最优配置。

检察公益诉讼 向“不作为”亮剑

小到公园设施维修维护、居民区旁边的窨井盖治理，大到
文物保护、企业环境污染，他们都管——

一件发生在身边的“小事儿”，让市民刘先生第一次听说了“检察公益诉

讼”这个“新名词”。

今年4月，刘先生在河西区新梅江文体中心附近的卫津河公园散步时

发现，草坪中井盖严重破损，木桥上多块木板缺失断裂，存在安全隐患。可

最近他再去公园时，废弃井已填埋，桥面整齐，真是越遛越舒心。短短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是什么令公园环境大变样？公园里散步的游人告诉刘先生，

这是河西区检察院通过“检察公益诉讼”办的好事。

“公园设施的维修维护不是职能部门的管辖范围吗？检察官还管这些民

生小事？”刘先生有些好奇。记者了解到，我市各级检察机关行使检察公益诉

讼职能，小到公园设施维修维护、居民区旁边的窨井盖治理，大到文物保护、

企业环境污染，他们都管，同时也欢迎市民提供各类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究竟什么是检察公益诉讼？其中包括哪些内容？依靠它能解决哪些问

题？老百姓遇上的难事哪些可以向检察机关反映，反映的渠道有哪些？带

着市民的这些疑问，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什么是检察公益诉讼？

河西区检察院是如何行使检察公益
诉讼职能，解决卫津河公园存在的安全
隐患问题的？记者从该院了解到，检察
人员深入基层，摸排与民生密切相关的
案件线索，由此发现了公园存在的问
题。然后进一步展开调查，发现景观桥
面有修复痕迹，但因人流量较大，桥面易
反复出现破损，应当督促相关行政机关
制定完善的修复计划，及时对破损设施
进行修缮。今年5月，河西区检察院依法
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诉前检察建议，要
求对方履行法定职责，加强对卫津河公
园内设施养护的监督和管理，及时要求
责任单位对公园内破损的井盖、景观桥
缺损的桥面进行修缮，同时加强对辖区
内公园园林设施的巡查监管，消除安全
隐患。被监督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
后，及时核实情况，制定维修计划，对废
弃井重新填埋，对木桥桥面及时修缮，并
要求属地管理单位对公园其他设施再检
查，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管理，发现问
题及时修复。

天津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刘
洪娟告诉记者，检察公益诉讼就是指人
民检察院通过依法行使检察权，督促行
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支持适
格主体依法行使公益诉权的诉讼活动，

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目前，我市办理的检察公益诉讼案
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公益诉讼，主
要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
安全、国有财产保护、文物保护、安全生
产、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领域行政机关
不履行职责或未依法履行职责进行监
督；一类是民事公益诉讼，主要针对破坏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
域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侵害英雄烈士
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行为提起诉讼，要
求侵权人承担相应责任，包括民事和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主要督促的对象是行

政机关，目的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
督管理职责。检察机关最常用也是最主
要的手段就是对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99%的案件在发出检察建议后就能
获得解决，而不必提起诉讼，走上法庭。”
刘洪娟说，我市检察公益诉讼于2017年7
月1日全面开展。5年来，全市各级检察
机关共收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2973件，
立案2265件，制发检察建议1849件，提起
诉讼60件，已经判决的50件案件检察机
关的诉讼请求均得到支持。

哪些问题可以求助检察公益诉讼解决？

市民遇到的问题哪些可以向检察
机关反映，寻求公益诉讼去解决呢？
市检察院工作人员介绍，当公共利益
受到损害或者存在受损害的可能，并
且市民掌握了一些初步的证据，就可
以向检察机关反映线索。从民生小事
角度来说，比如市民发现家门口的井
盖破损或者干脆没有井盖、小区附近
的路坑坑洼洼没人修等，这些本应由
相关行政机关负责管理但其却未尽到

管理职责，可这些问题又可能会给居
民的人身安全带来隐患，就可以向检
察机关反映。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等
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也是检察公益诉
讼案件的线索来源之一。

此外，涉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
品药品安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等
有明确法律依据的问题，查证属实，一般
情况下，检察机关都会立案，履行检察公
益诉讼职能。

市民有问题如何向检察机关反映？

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王子健
从2018年开始参与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指导和参与了各级检察院多起检察公益
诉讼案件的办理，“在我看来，检察公益诉
讼的核心与老百姓息息相关。我们通过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积极履行职责，为老百
姓解决实际问题。”

王子健说，检察公益诉讼需要检察
人员主动出击，要走出去，到老百姓中
去发现案件线索。而案件的调查，需要
做大量的工作，对每一位检察人员来
说，都是很大的挑战。

对检察公益诉讼来说，获取有效线索
是全市各级检察机关一项较为重要的工

作，各级检察机关也在不断拓宽案件线索
来源渠道，创新工作方法。如和平区检察
院开展的“和平夜话”实践活动，全院干警
组成志愿团队，去社区普法宣传，从居民
中获取检察公益诉讼线索。又如东丽区
检察院对接该区网格中心，主动发现案件
线索。另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市各
级检察干部利用下沉社区的契机，一边积
极开展防疫一边发掘案件线索。

市民如果有问题想请检察院和检察
官帮忙，通过检察公益诉讼去解决，有何
反映渠道呢？王子健说，市民有问题可
以拨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也可以直
接去各级检察机关控告申诉部门反映。

检察公益诉讼弥补公益保护方面的短板

专家观点

这些问题靠检察公益诉讼获解决

2021年8月，静海区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聚贤
小区自2002年建成以来，生活污水一直没有通过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而是直接通过管道向生产河河道内
排放，污染河道水质，造成水体恶臭、水藻异常增多。
周围群众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直未能解决。

该院检察人员多次前往现场勘查，走访居民，
确定生活污水排污口，拍照固定违法证据。经调
查，两个行政机关负有主体职责。2021年9月22
日，静海区检察院依法制发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两
个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责令限期拆除生活污水
直排管道、消除污染，恢复河道水体环境质量，加快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两个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成立工作专
班，多次前往聚贤小区确定污水处理设施的选址，

制定整改方案，并划拨专项资金招投标，最终确定安
装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静海区检察院还协
调相关部门对即将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维护。
10月20日，污水处理站正式动工，切断了原直排污水
管道，下口做封堵处理，上口接入新建污水处理厂的
污水处理池，11月3日，地上部分涂装结束，污水处理
站建设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11月底，该院会同两
个行政机关前往小区现场提取水样，对排放处理后的
水质进行检测，完全达到排放标准，确认整改验收合
格。历时19年之久的污水处理难题终于解决。

如今，通过污水处理设备排入生产河内的水十分
清澈，河道生态环境修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前经
过生产河，我们都得捂着鼻子走。现在环境好了，大家
都能在河堤两旁散步休闲了。”居民刘先生说。

2020年9月，河北区检察院从校园周边几家
商铺随机挑选了几个品牌“辣条”进行了甜蜜素
含量检测，发现其中多份检测样品甜蜜素含量超
过国家标准。吃了这样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可能危害在校学生的身体健康。

该院召开听证会，邀请市人大代表以听证员的
身份出席，并发表听证意见。之后，该院向相关行政
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依法查处销售不合格食品
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校园周边销售食品的日常
抽检监测力度，并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向广大师生开

展食品安全宣传，指导学校加强食品安全教育。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机关高度重视，针对

辖区内各大中小学、职业学校、幼儿园等内部小卖部
及周边100米范围内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批发市
场内的小食品批发商，进行全面排查，共检查经营
者、超市、摊贩等共计406户次，发现不规范经营行
为35件，立案调查5件。同时，该行政机关还开展校
园食品安全宣传3次。经过专项整治，辖区内校园
周边食品安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有力保障了学生
身体健康。

2020年9月，红桥区检察院在对京杭大运河
沿岸遗迹保护情况排查中发现，天津市文物保护
单位黄莲圣母停船场存在碑体抹灰层与本体脱
离、修缮材料不一致、基座污损等情况。黄莲圣
母停船场承载着中华民族反帝爱国的百年情怀，
同时又属京杭大运河沿岸遗迹文物保护范围，管
理不到位可能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

到侵害。
针对实际管理单位存在未尽到管理职责的行

为，该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依
法依规对文物损毁情况进行修复，并一并修复类似
问题。该行政机关迅速组织力量对黄莲圣母停船场
维护维修，于10月完成整改，同时制定了详细工作
机制，以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2020年5月，武清区检察院、天津铁路运输检察
院检察人员历时一个半月，徒步对途经武清区的京
沪、京津城际高速铁路沿线72.1公里线路进行实地踏
查，发现高速铁路安全保护区俨然成为一个天然“垃
圾场”，存在大量的生活垃圾堆、建筑垃圾堆等环境安
全隐患，还发现多处违法烧荒问题。武清区“涉路”相
关行政机关作为高速铁路安全保护区环境安全隐患
治理主体单位，未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对环境安全隐
患及违法情形履行治理、防范、制止、教育等法定职
责，危及了高铁运行安全。两院联合开展了“高铁安
全保护区环境安全隐患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

6月10日，在市检察院的组织下，召开了全市
“涉路”检察机关“高铁沿线外部环境安全隐患集

中整治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研讨会”。6月22日，武清
区委政法委会同铁路部门的专家听取了武清区检察
院关于京沪、京津城际高速铁路武清段沿线环境安
全隐患踏查情况工作汇报，针对提出的隐患问题，铁
路专家逐个甄别研判，尤其是针对杨村特大桥31052
号桥墩水泥脱落重大安全隐患问题，铁路有关部门
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连夜勘查修复。8月6日，召开了
武清区高铁沿线环境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动员部署
会。会上，武清区检察院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向相关
行政机关集中送达了检察建议书。

最终，相关行政机关对各自辖区内的问题点位整治
工作全部整改到位，共清理生活垃圾1760余吨、建筑垃
圾27000余立方米，恢复侵占铁路用地12亩。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小区生活污水直排河道 19年污水难题终解决1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校园周边“辣条”甜蜜素超标 排查整治2

文物保护领域
黄莲圣母停船场碑体损坏 检察建议助力修复3

公共安全领域
高铁安全保护区成垃圾场 全面清理4

关注残障人士领域
公共场所无障碍车位少 检察建议促整改5

井盖虽小，但关系到人民群众“脚底下的安
全”。2020年5月，宝坻区检察院对辖区内城市道
路、公共广场、公共绿地、住宅小区等范围内的千
余处窨井盖进行检查，涉及雨污排水、自来水、电
力、热力、通信等各类城市道路窨井设施。经过
调查，发现37个井盖存在缺失、破损、位移、松动
老化等问题，涉及电信15个、通讯12个、雨污排水
4个、自来水1个、交通信号1个、电力1个、供暖1
个，其他2个。相关行政机关对上述情况疏于管
理，致使“问题井盖”持续存在。

该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
其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牵头组织井盖产权单位对城
市道路管线井设施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对无主井盖进行确权及治理，切实消除井盖
运行存在的安全隐患。在检察机关建议下，37个问
题窨井盖全部得到整改，该行政机关还下发通知，开
展城市道路管线井隐患排查整改，累计排查整治问
题井盖598个，建立向行业主管部门和产权单位月
通报制度，并联合宝坻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三大
运营商进行窨井抢修应急演练。

民生“小事”
整治问题井盖 排除安全隐患6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鼓楼外》第7、8
集三新打电话给于钟声，
告诉他盼盼基本可以判定
是陈成的孩子，并且不要
因为盼盼给起的外号而乱
加猜测。易小船对于钟声
突然有钱感到疑惑，陈颖
也向易小船透露了三新来
询问盼盼的身世。此时尹
东义厂里也出了事，山东
发出的货遭到无理由退
货，负责这块的销售陈经
理投奔了于钟声，这可气
坏了尹东义……

天津卫视19:30

■《坐88路车回家》
第5、6集 黄元帅悲悲切
切地送走了三个孩子，换
回了喜笑颜开的李美
丽，也恢复了工作。一
切都看似步入正轨，李
美丽开始跟黄元帅讨论
结婚的事情，黄元帅却
心不在焉：他放心不下
孩子们，愧疚不安。三个
孩子在领养家庭也各有
各的麻烦……

天视2套18:15

■《老伴》第16、17
集 马建秋和吴国庆逛商
场，碰见刚和同学看完电
影出来的江涵雨。吴国
庆得知孩子正好 14 岁，
有点发愣。看见吴国庆
看女儿的疑惑眼神，马建
秋不禁心慌，连忙告辞把
女儿带走了。马建秋又
一次出门赴约，被尾随的
老太太发现了实情。小
雨在运动会上受了伤，吴
国庆终于找到机会，偷了
小雨的验血棉花，找人做
亲子鉴定……

天视4套21:00

天津卫视（101）

19:30 快乐生活剧
场：鼓楼外（7、8）

天视2套（103）

18:15剧场：坐88路
车回家（5、6）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当人心
遇上仁心（18、19）

19:00 剧 场 ：光 影
(35-38)

22:00剧场:重案六组
三(36)

天视4套（105）

21:00 剧 场 ：老 伴
（16、17）

天视5套（106）

19:40 自驾游推介特
别节目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精编
20:10 大医说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9:30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