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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直通车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从 2017 年 6 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 正式入法至今已近 3 年， “公共利益

谁来管” 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为了推进

上海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深入开展， 让公益

诉讼更好保护群众的公共利益， 3 月 6 日，

本市启动了公益诉讼立法工作。

《决定（草案）》5月提交人大审议

作为上海公益诉讼工作的法律顶层设

计， 《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草案）》 正在拟定中。

据市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吴薇

介绍， 本次立法工作在去年检察公益诉讼

专题调研基础上， 注重调研成果转化。 结

合市人大常委会今年对“两院” 加强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司法保障情况专项监督，

以及检察建议、 司法建议立法调研， 进行

统筹谋划， 周密安排。

在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 还将通过召

开座谈会、 论证会、 实地视察调研、 赴外

省市学习考察等方式， 广泛听取各方面对

《决定 （草案）》 （建议稿） 的意见和建议。

4 月中旬形成 《决定 （草案）》 （讨论

稿） 和说明稿。 5 月上旬 《决定 （草案）》

将提交市人大常委会议审议。

拓展“上海特点”案件范围

市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徐祥云

介绍， 《决定 （草案 ）》 （建议稿 ） 共计

20 ?， 主要包含 6 方面内容， 案件办理范

围是本次立法的重点内容之一。 据介绍，

《决定 （草案）》 （建议稿） 在法律明确赋

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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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

烈保护领域案件基础上， 结合上海城市特

点，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徐祥云透露， 去年上海检察机关在法

定领域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共 738 件，

占所有公益诉讼的 83.3%。 除此， 在人大监

督和相关专家的指导下， 又对法定之外的

领域进行了探索， 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个人信息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他表

示， 今年上海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还将增

加公共安全领域， 包括铁路沿线安全、 桥

梁安全、 高层楼宇的玻璃幕墙以及居民区

电梯老旧问题。 同时， 上海还将就金融证

券领域中对中小投资者的公益诉讼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 女性平等就业和消费领域

中网约车等涉及到公众利益的问题进行公

益诉讼的探索。

“尽管我们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不能

穷尽所有的‘等外’ 案件， 但我们可以围

绕城市发展中可预见的法律问题进行拓

展。” 徐祥云建议授权检察机关在优秀历史

保护建筑、 城市公共安全、 传染病防治、

金融证券、 知识产权、 个人信息保护、 平

等就业、 消费者权益保障等领域开展探索，

为健全完善立法提供实践依据。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公益诉讼研究中

心主任李翔建议， 增加现有案件办理范围，

在公共服务领域， 包括通信网络、 新闻传

媒， 可以稳妥探索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对

于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范围是否考虑可以

调整为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 还要加强针

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诉讼。

不配合者或将承担法律责任

目前， 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

调查核实手段， 一方面缺少具有可操作性

的细则规定， 另一方面缺乏配套保障措施，

司法实践中遇到相关单位或个人不配合的

情况时， 普遍缺乏有效的应对办法。 为此，

建议稿对于检察机关开展调查核实的手段

方式作了具体列举， 同时对于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组织、 其他组织及其

工作人员和其他被调查人员拒不配合调查，

特别是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方法干扰阻

碍检察人员调查的情形， 明确了检察机关

的应对措施和当事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建议稿规定， 行政机关要积极支持配

合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把行政机关配合调

查取证、 办理和回复诉前检察建议、 执行

行政公益诉讼判决等情况纳入依法行政考

核指标， 与检察机关加强信息共享， 并建

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

机制。 建议稿还明确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的办理流程、 回复整改、 跟进监

督以及诉讼衔接等有关程序。

刘正东代表建议， “把行政机关不回

复、 不作为跟公共利益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以及渎职法律责任的追究结合起来。” 他提

出要监督检察机关的工作， 建议把对检察

机关公益诉讼的监督纳入人民监督员的工

作范围。

许丽萍代表认为， 为了让检察建议更

好落实， 决定中应当明确按检察建议及时

回复和整改的内容， 而检察建议的表达也

应当更精准。

人大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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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启动公益诉讼立法
探索城市发展“等外案件”

    青浦人大赴练塘 联系走访

区人大代表

本报讯 3月6日， 青浦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何强率常委会组成人员（第四组）驻会委

员，赴练塘联系走访区人大代表，实地调研疫

情防控工作，督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贯彻实施情况。

何强一行听取了练塘镇有关疫情防控、

企业复工复产、镇人大年度工作安排等情况，

走访了钱丽、周新华两位区人大代表，了解代

表的工作、生活、履职情况。 何强对他们坚守

工作岗位、 在战疫中积极发挥代表作用表示

肯定和感谢， 希望他们进一步帮助选民、企

业、村居解决实际问题，为特殊时期经济社会

平稳运行贡献人大代表的力量。

黄浦人大赴区生态环境局调

研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本报讯 3月4日下午， 黄浦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屠奇敏赴区生态环境局， 就该局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 实施区第七轮环保三年行

动计划、 生态环保专项督查等工作， 开展调

研。

区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从加强医疗废

弃物处置监管、 医疗废水监管和疫情期间网

上办事等方面， 汇报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具体措施和工作情况， 还就推动实施区第七

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2019年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及责任落实督查情况作了汇

报。 区人大城建环保委主要负责人结合跟踪

了解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例贯彻情况，对

专委会今年计划开展的主要工作作了沟通对

接。

闵行人大调研跨国企业复工

防疫情况

本报讯 近日， 闵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庞峻赴上海特雷通家具有限公司、 佛吉亚排

气控制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和伟巴斯特

车顶供暖系统（上海）有限公司，调研在闵行

区经营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复工复产及疫情

防控情况。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岚、市商务委服

贸处副处长阎蓓分别参加调研。区人大办、区

经委、华漕镇和梅陇镇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企业的入厂检测

点、食堂、办公场所和复工车间的防疫工作情

况，了解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现场进

行了相关政策宣传解释和答疑解惑， 实时记

录了问题和需求。

浦东人大调研指导疫情防控

工作

本报讯 2月1日， 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田春华赴金杨新村街道， 调研指导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 他们听取街

道防控工作情况介绍， 分析当前遇到的难点

问题， 并赴东方知音居委、 金桥瑞仕花园居

委，了解居民预约和购买口罩工作准备情况。

1月31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德彪赴

万祥镇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到产业园区、

兰湾居委等处走访慰问；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刘宇青赴洋泾街道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落实情况， 到尚海郦景名苑小区走访慰

问。

2月1日，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辛翎赴

老港镇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到村居家门

口服务站、居民小区、居家隔离观察点等处走

访慰问。

□徐汇人大供稿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到了最关键阶

段，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许多企事业单位

也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徐汇区人大

代表、 中国工商银行徐汇支行党委书记、行

长李毓菖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多策并举

加大金融助企纾困力度，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中， 全力保障社会民生金融服务需求，

积极助力受疫情影响的相关企业和个人。

这段时间，李毓菖与广大普通员工一同

值守一线，现场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基

本金融服务和各项业务稳健运行。在他的引

领下，辖内多家网点提前复工，许多一线员

工主动作为、加班加点，为肿瘤医院、国妇

婴、徐家汇商城、区委组织部等多家区域内

的企事业机构解决资金划转难题。

1月23日上午10时， 工行徐汇建国西路

支行接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紧急电

话求助。原来，为防控疫情，中山医院要紧急

成立新发热门诊。新门诊成立后将立即投入

运营，暂缺一台用于收付款的POS机。 网点

考虑到新装一台POS机耗时较久，当即上报

支行请求支援。 李毓菖获悉后，第一时间要

求专业部门对接，指派专人前往现场，务必

争分夺秒保障机器尽快到位。 最终，通过与

银联4个小时的紧张沟通协调， 工行团队于

当日下午14时在医院成功投放设备，保证了

新发热门诊的正常运转。

D医疗设备公司是工行徐汇宜山北路

支行的企业客户，主要销售凝血试剂及全自

动凝血分析仪。该仪器所得出的检测结果是

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感染患者、重症患

者的重要诊断依据，可帮助急救医生更好治

疗危重患者，是本次疫情治疗的一线设备之

一。 由于疫情蔓延速度太快，导致供货和采

购远超企业日常周转量，出现了较大的资金

缺口。

为此，网点主动对接企业融资需求并向

支行报备。李毓菖了解后要求专业部门当即

开辟绿色通道， 加班制定融资方案并报送

总、分行。 通过有效联动和上级部门的全力

支持，以最快速度、最优利率为该企业成功

发放200万元经营快贷和1000万元中小微担

保贷款，确保了企业正常经营。 企业负责人

收到款项后，感慨地说“这就是工行速度，我

们一定不负所望，抓紧生产，为疫情防控提

供有力保障！ ”

作为区人大代表，李毓菖想方设法关心

区内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2月10日这天，阳光

明媚，为在科汇居委丙支弄小区露天值守的

大联勤保安和居委干部们带来了难得的温

暖。 然而，他们心里很急，因为天气预报显

示，接下来一周都将是阴雨天气，值守人员

已经非常辛苦， 如果被淋雨很容易生病，小

区内的测体温、登记等工作也无法开展。 李

毓菖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天下午就从徐汇支

行仓库为科汇居委送来了崭新的雨棚。居民

区吴书记说：“遮雨棚不仅遮雨也能挡风，非

常感谢我们选区的李代表！ ”李毓菖说：“这

是我们对街道和居委疫情防控的一点支持，

抗击疫情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大家一起努

力，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

李毓菖：疫情中金融助企纾困

历史保护建筑德邻公寓因业主违规装修，重点保护部位遭到破坏，虹口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立案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