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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4次会议、2018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3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3月2日起施行）
法释〔2018〕6号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制度的规定，结合审判、检察工作实际，
制定本解释。

第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
理公益诉讼案件主要任务是充分发挥司
法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维护宪法法
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督促适格主体依法
行使公益诉权，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
法。

第三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
理公益诉讼案件，应当遵守宪法法律规
定，遵循诉讼制度的原则，遵循审判权、
检察权运行规律。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起
诉人身份提起公益诉讼，依照民事诉讼
法、行政诉讼法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履

行相应的诉讼义务，但法律、司法解释另
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提
起的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
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
辖。

基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由被诉行政机关所在地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
案件，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
织、公民调查收集证据材料；有关行政机
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应当配合；需要采
取证据保全措施的，依照民事诉讼法、行
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
提起的第一审公益诉讼案件，可以适用
人民陪审制。

第八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人民检
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在开庭
三日前向人民检察院送达出庭通知书。

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并应当
自收到人民法院出庭通知书之日起三日
内向人民法院提交派员出庭通知书。派
员出庭通知书应当写明出庭人员的姓
名、法律职务以及出庭履行的具体职责。

第九条 出庭检察人员履行以下职
责：

（一）宣读公益诉讼起诉书；
（二）对人民检察院调查收集的证据

予以出示和说明，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
（三）参加法庭调查，进行辩论并发

表意见；
（四）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不服人民法院

第一审判决、裁定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案
件，由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检察院派员
出庭，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员参
加。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
讼案件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不
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移送执行。

二、民事公益诉讼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

中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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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
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
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
十日。

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
组织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按照
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二）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初步证明材料；

（三）检察机关已经履行公告程序的
证明材料。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
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
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本解释规
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
案。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以反诉方式提出
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人民检察
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后，应当在
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
告。

人民检察院已履行诉前公告程序
的，人民法院立案后不再进行公告。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
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
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者增加停
止侵害、恢复原状等诉讼请求。

第十九条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
过程中，人民检察院诉讼请求全部实现
而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
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

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由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
法院管辖。

三、行政公益诉讼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

职责中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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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
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
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
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

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
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依法履行职责，并
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出现国家利
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继续扩大
等紧急情形的，行政机关应当在十五
日内书面回复。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
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按
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二）被告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
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受到侵害的证明材料；

（三）检察机关已经履行诉前程
序，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
纠正违法行为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依据行

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第
四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本
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
当登记立案。

第二十四条 在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
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
讼请求全部实现，人民检察院撤回起
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人民检
察院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原行政
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
违法。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区分下列
情形作出行政公益诉讼判决：

（一）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
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规定情形
之一的，判决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并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
救措施；

（二）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
法第七十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判决撤
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诉行
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三）被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
责的，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
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
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判决
予以变更；

（五）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
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未
超越职权，未滥用职权，无明显不当，
或者人民检察院诉请被诉行政机关履
行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
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可以将判决结果告知被
诉行政机关所属的人民政府或者其他
相关的职能部门。

四、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未规定的其

他事项，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解释自2018年3
月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
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2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4次会议、
2018年2月1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3次会议通过，现
予公布，自2018年3月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3月1日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3月3日（总第7283期）

吉林省大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异议人吉林省跻
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查终结，
吉林省大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申请复议。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吉0113执异41号执行裁定书、复议申请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复议申请书及副本，向长
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吉林]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珠海中院）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收到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申请
书，于2015年11月27日发布（2015）珠中民破（预）字第3-1号公
告，公告通知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应于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向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北京
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清算组也接收了债权申报。2018年 2月 2日，珠海中院再次发
布决定书，指定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担任珠海市博元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参照管理人管理规定
开展工作。根据珠海中院的上述法律文件，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4月5日前向临时管理人（通信通
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凤凰北路2099号安广世纪大厦19
楼。邮政编码：519000;联系人：曲红，联系电话：13809236095）补
充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以及债权是否存在转让的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4月20日上午9时整在广东省珠海
市香洲区凤凰北路 2099号安广世纪大厦 19楼北京德恒（珠海）
律师事务所大会议室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汕尾友谊大厦（注册号：企合粤汕尾总字第 000271号），依
照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 15 清申 1 号决定书现已指定
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广东愿力律师事务所为指定清算组。为
保护汕尾友谊大厦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所有与汕尾友谊大
厦有债权关系的机构、组织及个人，自本公告见报日起 45日内
持有关证明材料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办理债权登记手续，逾
期申报造成的权益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联系地址：广东
愿力律师事务所，汕尾市海丰县城红城大道西（烈士陵园南门
政 府 政 务 公 开 栏 对 面 ）；联 系 电 话 ：0660- 6393777；
13318687738；联系人：巫小姐。 汕尾友谊大厦清算组

本院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清终 1号民事裁定
书，于 2017年 11月 22日受理珠海九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申请广东博观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德
赛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因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曾担任该公
司法律顾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
理人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2
月6日决定解除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的清算组职务，指定广东大
公威德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通信地址：珠海市海滨南路47号
光大国际贸易中心 18楼 1808室。邮政编码：519000，联系人：周
明皓，联系电话：13702330165)。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1月30日受理被申请人苏州中铁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作为被
申请人的清算组。被申请人的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被申请人的清算组（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龙西路 301
号四楼;邮政编码：215200；网址：www.jsjiushun.com；联系人：王
宇、薛丽娜；联系电话：13771971969、18013565212）申报债权，说
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
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公
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被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相关管理人员应当从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向被申请人的清算组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并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
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妥善保管并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交的，应当应清算
组的要求做出书面说明或者提供有关证据与线索；根据人民法
院、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人民法院、清算组和债
权人的询问；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办理的其他事项。被申请人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被申请人的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2月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叶春香申请宣告被申请
人汪根死亡一案。申请人叶春香称，被申请人汪根，男，汉族，1969年
9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皖桐城市青草镇中楼村李湘组33号，系
其丈夫。被申请人汪根于1991年外出不归，与家人失去联系，经亲友
多方打听寻找，至今杳无音讯，现下落不明已满4年。下落不明人汪
根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下落不明人汪根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汪根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汪根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桐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旭洪申请宣告彭旭棠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彭旭棠，
男，196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人，公民身份号码：
442527196710076199，离家出走已失踪20多年，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望彭旭棠本人或知其下落者与本院民一庭联系。公告期间
为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2018）桂0107民特2号龙树清申请宣告覃中明死
亡一案，经查：覃中明，男，1963年 10月 29日出生，汉族，原住南
宁市西乡塘区友爱北路51-1号1栋1单元401号房，身份证号码
450111196310292412，于2000年5月20日从家外出至今未归。覃中
明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覃中明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发出公告1年内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琴、王敏申请宣告

王朝勇死亡一案。申请人王琴、王敏称：2007年12月1日，被申请
人王朝勇因患精神病，家人将其送至凤冈县精神病院治疗，后于
2013年11月23日转入余庆县精神病医院。2014年1月12日，因精神
病院工作人员失职导致王朝勇下落不明，至今已逾4年。下落不明人
王朝勇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朝勇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王朝勇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王朝勇情况，向本院报告。 [贵州]凤冈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云彩（身份证号码
130582194112250514）申请宣告王国林死亡一案。申请人王云彩
称，被申请人王国林于2003年正月因精神疾病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王国林（身份证号码132222197206100018）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国林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王国林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王国林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沙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郑荣飞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郑荣超宣告郑荣
超死亡一案，经查，郑荣超，男，1966年 2月 6日出生，汉族，身份
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建设新村 157-10 号，公民身份号码
420106196602063711。郑荣超患精神分裂症，于2000年春季出走
未归，至今杳无音讯。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郑荣
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2月 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田英华申请宣告张
玉福死亡一案。申请人田英华称，1989年4月下落不明人张玉福
通过吉林省国际合作公司日本项目部去日本留学、工作，1993年
起与家人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张玉福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张玉福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玉福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
玉福情况，向本院报告。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钱炳鹤申请宣告钱明祥死亡一案，经查，钱明祥，男，汉族，
1938年5月2日生，公民身份号码321119193805023774，住丹阳市导墅镇
下琴村徐家村68号，于2012年2月29日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希钱明祥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为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戴庆丰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戴萍死亡一案，

申请人戴庆丰称，戴萍，女，1972年 2月 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
（原住所地）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毛绢三委7组，1996年10月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戴萍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本院将依法裁
判。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戴萍生存现状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
将知悉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2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文杰申请宣告张
磊死亡一案。申请人王文杰称，下落不明人张磊系“鲁胶渔
60062”轮 船 员 。2017 年 12 月 20 日 ，“ 鲁 胶 渔 60062”轮 与

“SPRING AMIR”轮在黄海水域发生碰撞，致“鲁胶渔60062”轮
沉没，张磊失踪。下落不明人张磊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张磊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磊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磊情况，向本院
报告。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朱浩天申请朱子杰死亡一案，于 2017年 2月 12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8年 2月 12日依法作出
(2017)粤 1802民特 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朱子杰死亡。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广东]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杜刚、薛守华申请宣告杜博文死亡一案，于
2017年 11月 2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 2018年 2月
26日依法作出（2017）辽72民特132号判决书，宣告杜博文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沈素清申请宣告贾玉军死亡一案，于 2017
年 11月 2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 2018年 2月 26日
依法作出（2017）辽72民特131号判决书，宣告贾玉军死亡。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于淑荣申请宣告黄德恩死亡一案，于 2017
年 11月 2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 2018年 2月 26日
依法作出（2017）辽72民特133号判决书，宣告黄德恩死亡。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孙树国申请宣告高凤凌死亡一案，于2017年2月16日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现已届满，高凤凌仍下落不明，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并于2018年2月23日依法作出（2017）辽0702民特2号判决书，宣
告高凤凌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辽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

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

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申请宣告失踪、、、、、、、、、、、、、、、、、、、、、、、、、、、、、、、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送达裁判文书

一、湖南省蓝山县环保
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蓝山县人民检察院在履
行职责中发现，蓝山县新圩镇上清涵村
村民廖若云在未办理国土、环保、工商
等手续的情况下，在蓝山县新圩镇上
清涵村租用土地 86.44 亩兴建选矿厂，
从 2006 年年底持续非法选矿生产直至
2017 年 4 月。该厂无任何污水处理设
施，其中多个尾砂库无防渗措施，生
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渣致使所占
用土地产生了污染，发生了质变。蓝
山县环境保护局 （以下简称县环保
局） 作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一直对
其违法排污行为怠于履行监管职责，
虽对该厂作出了行政处罚，但该厂始
终未能完全履行生效行政处罚决定。
直到中央环保督查组督查后，县环保
局才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联合蓝山县新
圩镇政府等部门，将该选矿厂强行关
停并拆除生产设备及厂房。该厂虽被
取缔，但厂内的废水未进行无害化处
理，尾砂也未作进一步处置，存在持
续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的危险，国家利
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被侵害状
态。

诉前程序：蓝山县人民检察院多次
调查核实后，于2017年10月19日向县
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县环保局立
即采取有效措施，对环境损害责任方廖
若云选矿厂的废水、废渣进行处置，防
止废水、废渣逸散，避免对环境造成进
一步的污染；依法履行环境监管责任，

责令相关人员尽快制定污水处理方案及
土壤污染修复方案，并监督相关责任人
员依方案实施。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县环保局收到
检察建议后，积极督促廖若云对被污染
环境进行治理，与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委托制定了

《蓝山县新圩镇上清涵非法选矿厂环境
污染应急处置方案》，并监督廖若云按
处置方案实施。截至 2017 年 12 月 6
日，已恢复可利用土地面积约 4000 平
方米，完成总量约70%；污泥池用地恢
复面积约 2500 平方米，完成总量约
25%；已沉淀处理污水约 600 立方米
（未中和），现厂区剩余污水量约15000
立方米。至此，该起案件已通过诉前检
察建议取得了实质效果。

典型意义：该案在办理过程中，检
察机关通过对线索的研判、审查，发现
了环保、国土部门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
行为，通过民行部门的督促履职、反渎
部门的职务犯罪查办，将对行政单位的
监督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互相渗
透、促进，形成了检察监督合力。本案
根植环保理念，关注和保护生态自然环
境，对广大群众有着重要教育和宣传意
义；特别是对当地的行政机关起到了很
好的警示作用，树立了检察监督的权
威，为今后公益诉讼工作的开展消除了
阻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成都市双流区市场
监管局违法履职案

基本案情： 2016 年 至 2017 年 9
月，成都市双流区市场和质量管理局
（以下简称双流区市场监管局） 工作人
员冯某某在双流区老渔民食品商行等
283户个体工商户未提交登记资料及未
取得任何审批的情况下，为其办理了工
商注册登记，颁发了《营业执照》。该
局根据该283户个体工商户提供的《营
业执照》和《成都市双流区食品经营自
查申请表》等资料，又为其颁发了《食
品经营许可证》。案发后，双流区市场
监管局对283户个体工商户登记的营业
地址进行了核实，发现均没有实体门
店。该局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食
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之规定，于
2017年9月、11月分别作出了撤销双流
区老渔民食品商行等283户个体工商户
的注册登记及《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
定。

诉前程序：2017 年 11 月，双流区
人民检察院民行部门通过与刑事部门内
部协调沟通机制，获得犯罪嫌疑人买卖
国家机关证件案的线索。检察长召集侦
监、公诉、民行部门办案人员召开案情
分析会，按照各自的职责开展调查核实
工作。经调查核实发现，上述个体工商

户没有线下实体经营场所但准备从事网
络食品经营，故通过非法途径获得食品
经营许可；同时，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在
撤销食品经营许可证后长时间未办理食
品经营许可证的注销手续。为防范网络
食品消费安全风险，该院遂向双流区市
场监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于法
定期限内未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个体工
商户依职权注销其 《食品经营许可
证》；为切实防止上述个体工商户在食
品经营许可证被撤销后继续从事网络食
品经营，同时建议将双流区老渔民食品
商行等283户个体工商户的工商注册登
记、食品经营许可被撤销、注销的相关
信息发送有关第三方交易平台并对上述
食品经营者的后续经营行为进行跟踪监
督。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检察建议发出
后，双流区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研究
整改措施。随后该局注销了283户工商
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将食品经
营许可证撤销、注销情况发送至“美
团”“饿了么”等第三方平台总部，并
将继续对上述食品经营者的后续经营行
为进行跟踪监督，有效防范了网络食品
消费安全风险。

典型意义：近年来，依托移动互联
网络的飞速发展，我国“网络点餐”食
品外卖消费呈爆炸性增长趋势，在方便
老百姓生活的同时，其中的食品卫生安

全问题亦层出不穷，相关行政机关监
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
视。检察机关依托行政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对

“网络点餐”及第三方平台的监督管
理，有效防范网络食品消费中的安全
风险，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具有积极意义。

三、西安市国土资源局
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基本案情：陕西圣米兰家俱有限
公司（后更名为陕西圣米兰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米兰公司）于
1998年12月12日取得西安市雁塔区
西万路什字东南角的149.979亩土地
（含代征路22.299亩，绿地9.362亩）
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2年
7月18日，经西安市人民政府批准，
将位于西安市雁塔区西万路什字东南
角的118.318亩净用地，出让给圣米
兰公司用于建设家具生产综合楼。同
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
国土局）与圣米兰公司签订《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价格为每
平方米 49.5 元，出让金 3904569.02
元。圣米兰公司就上述土地办理了两
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但并未依照规划对

土地进行开发。
2007年7月，圣米兰公司向西安

市规划局申请将47.645亩土地性质变
更为商业用地，70.673亩土地性质变
更为住宅用地。2007 年 9 月 12 日，
西安市规划局给圣米兰公司重新颁发
了 （2007） 172号《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同时将1998年发给圣米兰公
司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收回。

圣米兰公司在重新取得《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变更土地用途后，
未与国土部门重新签订合同，未调整
土地出让金，亦未开发土地。2008
年2月5日，市国土局作出《土地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对 该 公 司 作 出
78.0914万元的处罚决定。2015年10
月 26 日，市国土局决定圣米兰公司
补交出让金，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并要求该公司于2015年11月20
日前，重新签订出让合同及补交相应
出让金。2016 年 1 月 26 日，市国土
局雁塔分局致函圣米兰公司，责令其
立即与市国土局签订土地出让变更合
同，加快手续办理速度，用地现场恢
复施工，但该公司仍未按要求办理。

2015 年 6 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查封了圣米兰公司持有的两块土地
（因圣米兰公司为案外人借款提供担
保，借款逾期未还被申请强制执行）。
2015 年 10 月 21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致函市国土局，指出因该院对上
述查封土地正在处理，贵局无权收回
土地。但可以在该土地升值或维持现
值的基础上变更上述查封土地用途，
否则不得变更。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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