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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精品意识发扬工匠精神

努力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典型案例培育工作
|张新翊*

近年来，汉中市检察机关牢固树立“一个案 例

胜过一打文件”的办案理念，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

心，立足检察公益诉讼职能，不断树立、强 化精品

意识，以求极致的精神办准办好每一起案 件，匠心

打造精品案、典型案。2021年，汉中 检察公益诉讼

典型案例全面开花结果，汉台区检 察院办理的督促

落实食品领域从业禁止行政公益 诉讼案，略阳、宁

强县检察院办理的督促整治尾 矿库安全隐患行政公

益诉讼案相继入选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益诉讼典型案

例。佛坪县检察院办理的 马某某非法狩猎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入选陕 西省人民检察院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检察监督典型 案例。本文拟通过分享笔者对

公益诉讼检察典型 案例培育工作的思考，以期更好

地推动典型案例 的挖掘、培育工作，从而为更好地

讲好检察公益 诉讼故事添砖加瓦。

_、树立典型案例培育意识

案例来源于实践，是生动鲜活的法治故事。2019

年 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在大 检察官研

讨班上指出：最高检可以发布指导性案 例，省级院

也要收集、筛选、发布典型案例，加 强对下指导。

张军检察长这一论述充分说明，检 察机关要不断加

强案例工作，在办案中贯彻案例 意识，进一步建构

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并重的 案例工作格局。作为

新时代的检察人，既要能办 案，又要会总结提炼，

这就需要在办案中融入“案 例”意识，明确典型案

例既是促进法治进步的重 要载体，也是提升检察影

响力、贡献度最有效的 方法，从而推动典型案例培

育与日常司法办案相 互促进，真正在办案中实现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抓住典型案例培育重点

（一）坚持和服务保障大局

检察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作为检察人，必 须

强化政治机关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 自觉

和检察自觉不断提升政治站位。在典型案例 的办理

过程中，注重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相融 合，重点

关注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紧紧围绕当 地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履职尽责，服务和保障大局， 不断体现检

察机关的检察担当。如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食品安

全战略以及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等， 都是与党委政府

的中心工作相辅相成的，检察机 关应重点关注，从

办案之初就认真审査，仔细研 判，初塑典型案例“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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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

（二） 聚焦群众美好生活守护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 行

之。”办理好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大、 与民生

关系密切的案件，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 活，这样

的案件才能真正获得群众内心的认可， 达到办理一

案影响一片的效果。如汉台区检察院 办理的“食品

领域从业禁止行政公益诉讼案”， 针对因食品安全

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人 员刑期结束后仍从

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问 题，通过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督促市场监管部门依 法履职，通过向人民法

院发出检察建议堵塞监管 漏洞，通过建立协作机制

加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 法衔接，确保食品领域从业

禁止制度落实到位，切实维护了食品生产经营秩序，

守护了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获得了老百姓

的一致点赞， 真正实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

会效果的有 机统一。

（三） 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应体现检察工作对公益的 贡

献度，通过案例让群众和社会了解检察机关的 职能、

工作特点和规律，以及办案成效。如宁强 县检察院

办理的督促保护饮用水源行政公益诉讼 案，该案件

是针对河道附近随意倾倒、堆放垃圾,威胁毗邻省份

人民群众饮用水源安全的行为，经 督促整改后，违

法行为反弹回潮，对于这种情况, 宁强县检察院没有

拘泥于固有的直接提起行政公 益诉讼的形式，而是

为了推动问题快速解决，根 据《陕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 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授权的办案保障手段， 约谈乡镇政府负责人，督促

行政机关有效整改， 并在案发地举行跨区域公开听

证，邀请川陕人大 代表、人民监督员、相关专家担

任听证员，共同 评估案件整改成效。同时，宁强县

检察院举一反 三，建议相关行政机关对全县水域周

边垃圾堆放 场进行全面排査，督促清理整治了 11

个非法垃 圾堆放场，并推动宁强县人民政府投入

2680万 元，建成标准化垃圾填埋场 18个，实现了

镇办 规范化垃圾填埋场的全覆盖。该案在办理过程

中 很好地运用了检察建议、约谈、公开听证等方式 履

行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职责，并通过以点带 面、

类案监督，实现了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影响社

会面”的良好效果。

三、明确典型案例培育方法

（一） 重视线索研判

“一个好的案件线索，典型案例塑造就成功 了

一半。”但是在办案中“好线索”并不会直接 呈现

出来，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去深入学习和了解 全国各

地的指导案例、典型案例，关注和研究前 瞻性理论

问题、热点问题、各地兄弟单位的经验 做法和探索

实践，深度挖掘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 和价值意义，

从而为线索研判，典型案例培育奠 定基础。另外，

要敢于啃硬骨头。检察公益诉讼 发展至今，面临提

质效、调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对于那些社会公共利

益侵害大，复杂、疑难、整 改难度大的案件，经研

判检察机关可以介入监督 的案件，要抓住机会迎难

而上，这也正是认真开 展“为民办实事，破解老大

难”公益诉讼质量提 升年专项活动的重要体现。

（二） 严格规范办案

从线索到典型案例的过程需要培育者的精心

“养护”：立案针对的主体要准确且适当；调査 取

证应尽可能全面扎实、手续完备无瑕疵；各阶 段办

案期限要严格遵守；制发或提交的法律文书 应做到

格式规范、内容精准、法律适用正确。最 后，工作

留痕要讲究章法，外出着制服应规范， 注意留存照

片、视频。

（三） 丰富办案形式

能成为典型案例定有吸引眼球的亮点。针 对案

件情况，采取适宜的监督手段或者综合运 用多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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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措施，创新工作方法，可以使案件 达到最好的办

理效果。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要 注重抓好“一把手”

工程，落实领导带头办案， 坚持全院“一盘棋”，

整合办案资源，推动案 件办理；加强一体化办案，

注重跨区域、跨领域、 跨流域协同。还可以综合运

用磋商、检察建议、 联席会议、公开听证、约谈等

方式确保监督效 果。尝试引入第三方评估，对办案

中涉及的相 关领域专业性问题，加强与相关领域的

专家学 者、行业协会、鉴定机构的合作，做好研究

论证， 充分运用专家意见、行政执法机关专业评定

意 见等证据办理案件。积极探索、创新诉讼请求 和

执行方式，根据具体案情的不同，可以探索 提出惩

罚性赔偿、从业禁止等诉求，也可以在 替代性修复

方式上进行有益尝试。

（四） 突出地方特色

认真研判分析本地存在的损害公益突出问 题，

结合本地实际，谋划典型案件培养重点。如， 近期

全省在开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活动，作 为地处

秦岭南麓的汉中地区就应当突出所辖县区 的特色，

围绕水土保持、野生动物保护、森林资 源保护、自

然遗迹和人文遗迹保护等培育典型案 件。留坝县院

可结合农家乐规范经营、宁强县院 可结合汉水源保

护、洋县院可结合朱鹦自然保护 区保护、略阳县院

可结合“两山”银行等方面开 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发扬工 匠精神，培育典型案例。

（五） 延伸办案效果

要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解决类案问题， 需

横向和纵向延伸办案效果。首先要对个案全面 审査，

对一个线索中的多个违法行为均予以审査， 坚持一

案三査，深挖线索。其次要注重发现案件 背后隐藏

的社会问题和监管缺位，协同相关部门 开展专项行

动，建立长效机制堵塞漏洞，推动一 个领域、一个

行业问题的解决。再者就是做好法 治宣传，在每个

案件的办理中要积极开展法治教 育，通过调査取证、

检察建议送达、公开听证等 方式，发挥案例的普法

价值，向社会传递守护公 益法治新理念。

新时代新阶段，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 平、

正义、安全、环境有更高的需求、更多的期盼。 这

就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将为民司法的基因“种” 进心

里，融入灵魂和血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法治自

觉、检察自觉履职尽责、回应民声，用具 体的典型

案例来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 感，使司法

与民意同频共振，切实实现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全力守护老百 姓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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