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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 ： 社会保障权救济的新路径
付龙飞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要：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物质条件或相关服务 、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准
和维护人之尊严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以社会本位为价值目标，社会保障权具有公益属性。 传统三大诉
摘

讼救济社会保障权存在障碍，公益诉讼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诉 ，在诉讼目标、功能、原告资格与民主
法治精神方面与社会保障权救济具有契合性 。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需扩大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赋予
当事人诉权，合理分担举证责任与诉讼费用，构建激约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官的司
法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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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障权及其公益性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物质条件或相关服务 、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准和维护
人之尊严的权利。自 1919 年德国《魏玛宪法》将社会保障权作为国民享有的一项经济权利置于宪法性
基本权利以来，各国纷纷仿效德国，在宪法或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社会保障权 。国际或区域公约及双
边条约也视社会保障权为基本人权的一部分 。 如《联合国宣言 》第 22 条或第 27 条规定社会保障权是
一项基本人权。社会保障权作为社会权的一个重要部分 ，它以社会本位为价值目标，通过税收或财政补
贴等方式调节社会财富再分配，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 从主体享有的普遍性及侵害结
果的弥散性来看，社会保障权体现了其公益性的特质 。首先，社会保障权主体的广泛性。社会保障权是
一项集合性权利，其享有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但在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初期，社会保障只是一种特权或
恩赐，不是真正的法定权利，国家仅对少数贫困人群进行救助，而且该群体享有救助往往以牺牲个人自
由和人格尊严为代价，如英国济贫时代设立的济贫制度。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保障只是资本家针
对工厂工人的一种怀柔手段，目的在于缓和劳资矛盾达到社会控制 ，因为资本家相信“有面包吃的人不
会反抗”的逻辑。在我国，社会保障权益主体由单位劳动者向全体社会成员扩展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覆
盖面的扩大和社会统筹层次的提高 ，社会保障将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其次，社会保障权益纷争多样化及
其侵害后果的弥散性和连锁性。社会保障权益纠纷表现为社会养老公益纠纷 、医疗保险公益纠纷或工
伤保险公益纠纷等。其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必然超越微观个体的范围 ，在不同层面侵害社会利益和
公共利益，比如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或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挪用 、挤占或贪污社会保险金的行为，间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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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了每个社会保障权益人的利益 。 社会保障权益被侵害的后果 “不限于个别特定当事人的合法权
［1］
益，而扩大至包括不特定个体利益在内的全局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秩序 ” 。
二、传统三大诉讼救济社会保障权的不足
（ 一） 社会保障权与民事诉讼
社会保障权具有私益性与公益性的双面向 ，作为公益性权利，采用传统民事诉讼程序难以获得有效
的救济。
1． 传统民事诉讼对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 。 一方面，《民事诉讼法 》第 119 条第一项规定，原告应是
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社会保障权是公益性的社会权，如果只允许直接利害
关系人提起诉讼，那么就关闭了社会保障权公益救济的大门 。如当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违法行为或不
作为侵害社会公益基金时，因社会保障公益基金主体不明确或不具体 ，按现有规定似乎没有人能提起保
护该基金的诉讼，结果可想而知，公地悲剧在社会保障基金领域将会重现。 另一方面，传统民事诉讼要
求以实际发生危害结果作为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之一 ，如果对于社会保障公益权只有侵害之虞时 ，受害
人就无法提起诉讼，不能起到预防的作用。《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
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此条首
次把公益诉讼规定在基本法中对保护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 但该规定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其
一，对国家特定机关或有关组织的界定不很清楚 ，没有明确包括哪些国家特定机关或社会组织 。造成司
法实践中提起诉讼主体资格不明确 ，而且也没有规定个人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其二，对法院可以受理的
范围仅限于环境污染与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难免使公益性的社会保障基金的保护不力。《民
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
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即确定了支持起诉的原则，但并没有赋予支持起诉的主
体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权利。《民事诉讼法 》第 14 条规定了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权力，
但它只是对已生效的错误判决或裁定提起抗诉 ，而不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 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当社
会保障权公共利益受损害时，由于起诉主体地位的缺失，使得社会保障公共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
此外，社会保障权是一种集体性的权利 ，其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社会保障利益 ，也是一种易腐性的权利，
54 条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但与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的要求与诉讼的目的
虽然民事诉讼法第 53 条、
相差甚远。一方面，代表人诉讼要求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或标的种类相同 ，这一条件难以符合社会保
障权公益案件；另一方面代表人诉讼的判决或裁定只是对已登记的权利受害人有效力 ，而对于未登记的
权利人只有预决的效力，这就影响到诉讼的标的额计算及裁判的威慑力 。另外，代表人诉讼制度也会产
生“搭便车”的现象。
2． 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设计根植于民事实体法 ，其所追求的价值理念是私权益的保护 ，诉讼程序
的设计为平等主体间“一对一”的模式。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的价值追求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 ，在于
维护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社会保障法属于兼有私法与公法属性的社会法，
社会保障权益纠纷已经超越了私法范畴 ，具有较明显的公益色彩。因此，对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程序设
计要有别于传统民事诉讼，在具体的诉讼理念和制度上，要突破传统诉权理论、当事人适格、受案范围及
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
3． 民事诉讼的程序繁琐且诉讼成本较高 ，影响到权利人行使诉权的信心。 社会保障权益纠纷的解
决机制主要采用双轨制的救济模式 ，不管是私法程序还是公法程序均设定一定前置程序 ，即劳动仲裁或
行政复议，这限制了权利人行使程序选择权。即便进入诉讼程序，还要经过一审程序或二审程序，并且
审理期限均需半年或一年以上，马拉松式的诉讼程式与社会保障权益人的生存权的亟待实现不相容 。
繁琐的程序与高昂的诉讼成本导致社会保障权益人回避诉讼这条救济途径 ，诚如日本学者棚懒孝雄所
说：“之所以产生回避审判的倾向，并不是一般群众不喜欢明确分清是非的诉讼，而愿意互谅互让地妥
［2］
协解决，回避审判的现象根源于程序的繁琐和花钱费时等审判制度本身的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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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社会保障权与行政诉讼
社会保障权益纠纷往往涉及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事业单位在执行国家社会保障法律或国家
社保政策过程中以作为或不作为方式侵害社会保障权益人的利益的情形 ，当公民的社会救助权、社会保
险权等受侵害时，他们可以有关行政机关申诉、检举、控告、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途径来维护自己
的权利。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程序缺陷给社会保障权益人的维权带来众多的不便 。 首先，传统行政诉讼
理论认为原告主体资格取决于“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只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才可以提起行政诉
讼，此规定排除了公益诉讼在社会保障权益纠纷中适用的可能性 。其次，社会保障权行政诉讼以行政处
理为前提，以社会保障管理权的实施为目的 ，它更多关注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社会保障行
政相对人的利益的实现，即使权利得到恢复或救济也只是附带性 。 再次，行政诉讼程序过于单一，难以
适应社会保障公益权利救济的需要 。
（ 三） 社会保障权与刑事诉讼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70 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 一）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二） 被害人有
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三）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
的案件。这些案件主要涉及侮辱、诽谤、虐待等，较少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对提起诉讼主体资格、证
据要求等比较严格。在社会保障领域，常发生社会保障基金被贪污、挪用或侵占等情形，但目前我国对
社会保障基金的性质仍存在不同观点 ，还没有把挪用、侵占社会保障基金的行为看作是特定款物的侵
占，因此对于侵害社会保障基金的行为还没有明确定性 ，在追究违法者的责任时，具体援引的法条还欠
缺。另外，现有刑事法律只规定了检察院有提起公诉的权利 ，而作为社会保障权益受害人却无权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刑事自诉，这样对社会保障权的公益保护不力 。
三、公益诉讼与社会保障权救济的契合性
有效地解决社会保障权益纠纷需要建立新型的诉讼机制 ，公益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三大诉
讼法在社会保障公益权救济上的不足。“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
［3］

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表现。” 在诉讼价值、程序与制度的设计上，公益诉讼符合社会
保障权公益救济的需要。
公益诉讼源于古罗马法，在罗马诉讼中，有私益诉讼 （ actiones privatae） 和公益诉讼 （ actiones publicae populares） 之分，前者乃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 后者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
［4］
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 。我国公益诉讼研究的学者颜运秋教授认为： 公益诉
讼是指任何公民和组织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 ，对违反法律、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
［5］
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行为的司法活动 。 那么，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就是指任何公民和组织依据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违反社会保障法律或法规、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社会保障利益，造成或有可能造成

损害结果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违法行为的司法活动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权，社会保障权
益纠纷也表现出强烈的公益性，公益诉讼与社会保障权救济存在着耦合性 。
（ 一） 从目的和功能上看，公益诉讼与社会保障权救济具有一致性
公益诉讼是针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诉讼 ，是对事不对人的诉讼种类。 在保障社会秩
序，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公益诉讼和社会保障权二者之间具有共同性。 在我国社会
转型和经济转轨阶段，社会冲突多样化地涌现，公益诉讼能发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功效 。公益诉讼除
能解决社会保障纠纷之外，还可对社会保障公共政策的形成、社会保障目标定位、价值取舍等产生一定
的影响。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的效果已经不仅仅针对过去 ，而且有指向未来的意义，有更高的诉讼价值
和社会价值。
（ 二） 从原告资格的范围来看，公益诉讼扩大了原告的范围
突破传统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诉讼要求 ，只要是认为公共利益受侵害的任何公民 、社会组织均可以提
起公益之诉，既可以对已经产生危害结果的行为也可以对有发生损害之虞的行为提起诉讼 。 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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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纠纷主体也具有多样性，包含个人、社会保障机关或授权的经办机构以及服务机构等，对于私权利
之诉，个人可以提起传统的诉讼，而对于侵害社会保障公共利益时，在个人不愿、不能或不敢提起时，由
其他社会组织或单位提起公益诉讼 ，能更好地维护社会保障公益。
（ 三） 从民主与法治的角度来看，公益诉讼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公益诉讼打破了公共利益只有依靠行政和刑事手段进行保护的法则 ，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处于平
等的地位，体现了民主的精神，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体现了公民参与社会
民主管理的主观要求，便于广大民众参加社会保障事务的管理。《宪法 》第 3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
理社会事务。当人民把社会保障事务委托给国家机关或授权的机构时 ，如果他们不认真履行管理义务
或侵害社会保障事务时，公众就有权利依据宪法寻求包括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在内的各种救济途径 ，监
督国家权力的行使，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 。
四、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社会保障权与公益诉讼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将社会保障权纠纷纳入公益诉讼程序必然要对社
会保障权公益诉讼程序及相关制度进行完善 ，这势必要求对传统的诉讼理论进行突破和改造 。
（ 一） 原告资格的扩大
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是任何公民和社会组织 ，包括公法人、私法人和个人。公法人主要
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各种国家机关 ，在我国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私法人主
要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非法人组织指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各种组织。 由于人
民法院是审判机关以及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决定它们不宜提起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 ，应该赋予其他机
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提起公益诉讼，扩大原告资格的范围可以更好地保护社会保障权 。
（ 二） 受案范围
司法有限审查原则要求对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进行必要的限制 ，因为，社会保障权益纠
纷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些纠纷可以通过传统的私法程序得到有效的救济 。按照传统私法程序要求，
提起诉讼主体要有诉之利益，即要符合适格当事人的条件。对于社会保障公益诉讼，需要突破传统诉权
理论、适格当事人理论或诉之利益范围的限制 ，要扩大受案范围，以保障社会公益。 受案范围主要采用
概括式和列举式。如果采用概括式的方式，似乎社会保障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过大。 我们可采取列举
的方式把主要的社会保障公益诉讼的案件予以法定化和明确化 ，并且列举的类型要有一定的依据或标
准，此依据主要根据社会保障费用的缴纳 、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或运行和社会保障利益的给付为重点。
社会保障的公益主要体现社会保障客体即社会保障费的缴纳 、保障基金的积累、运作与安全管理以及社
会保障基金的给付等主要内容。社会保障纠纷的主体牵涉到国家、政府、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或授权行使
社会保障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社会保障服务单位、用人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
等。从社会保障利益角度出发，可以作如下列举：一是社会保障费缴纳义务主体不缴纳或少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行为；该法定义务主体包括国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参加用人单位保险
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未就业的社会成员等 ，此类型侵害了社会保障基金的充足性 ，危及社会保障基
金的安全性和公共性；二是社会保障费的征收机构，它们依法或法定授权负有及时足额征收社会保障费
的义务，因怠于行使或擅自调整征收比率 ，降低征收标准，造成社会保障费大量流失的；三是社会保障基
金的管理与运行部门，违规投资、挤占、挪用、侵占、贪污等行为，严重侵害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的； 四是
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不按标准擅自发放 、终止发放社会保障金的行为或不按条件提供或终止提供社会保
障服务的；或未将社会保障基金存入专门财政账户的 ；五是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服务机构与其他社会组
织或个人，单独或共同串通，以欺骗、伪造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障基金数额较大的 ；六是社会保障
行政机关对其授权的事业型机构的作为或不作为 ，没有履行法定监督职责，并严重侵害社会保障公共利
益的行为；七是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 ，严重地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社会保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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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是社会保障法律关系主体或以外机构 、社会团体或个人侵害社会保障公共利益的其他行为等 。以
上以列举的方式涵盖了社会保障公益诉讼的主要受案范围 ，作为一种新型的公益诉讼形式，社会保障权
不只是限于社会保险权也涵盖社会救助权 、社会福利权和社会优抚权等，社会保障权益的公益诉讼范围
也包含社会保障权的其他权项。
（ 三） 诉讼规则特别化
1． 诉权的行使与限制。
诉权是法律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项司法救济权利 。 在我国构建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制
度的一个前提是赋予公民 “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没有规定公民个人可以行使
公益诉权，《社会保险法》也没有规定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的程序 。 通过修订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的方式将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作为依附于既有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一种诉讼形态 ，使公益诉讼成
为有法可依的诉讼模式。为了防止诉权被滥用，建议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对诉权进行严格的限制： 首
先，设置投诉前置程序，凡是以自己名义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 ，必须通知并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制止损害
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或提起诉讼 ，当国家机关不作为，公民才可以径行提起诉讼。这样就可以给国家机
关一个缓冲期，由有关国家机关利用职权去纠正违法行为 。如果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话，不仅容易造成
有关国家机关怠于行使其职责，也不利于发挥行政执法的优势。其次，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不能对被
告财产进行诉讼保全。再次，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公民不适用诉讼费用减免等措施 。最后，借鉴国外
经验设置对恶意滥用诉权原告进行制裁的程序 。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 32 条规定，对于拖延或其他不
正当手段进行诉讼者，可以处以 100 法郎至 10000 法郎的民事罚款，并且不影响可能对其要求的损害赔
［6］

偿

。

2． 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对于平衡当事人诉讼能力 ，实现程序正义具有重大意义。 无论是一般的“谁
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还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都是为了实现诉讼的公平与效率。 公益诉讼的
证据也需具备一般证据的客观性 、关联性与合法性。在社会保障公益诉讼中，原告只要举证社会保障公
共利益受到侵害或侵害之虞的事实 ，没必要举证与自己的合法权益有利害关系 ，原告所举证的事实以初
步证据为标准。举证责任的分配要根据提起主体的不同进行合理的分配 ： 公民个人提起社会保障权公
益诉讼，由于公民个人的收集证据能力的限制 ，只要求举证有侵害社会保障权公益的基本事实即可； 而
相关专业资料证据的收集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据由被告来承担 ，适用举证倒置规则；对于检察机关或国家
特定行政机关提起社会保障公益诉讼 ，因其享有一定的检查权或执法权，收集证据处于有利地位，可按
照一般举证原则来分担；对于公益社会团体提起社会保障公益诉讼 ，相对于个人来说，其力量或知识更
为专业，可以合理分配与被告举证的责任范围 。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合理地运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 ，根据
举证能力大小或证据规则合理分担双方的举证义务 。
3． 费用的负担。
权利请求人提起诉讼来救济权利时 ，都要考虑诉讼费用，然后再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诉讼费用是
诉讼的一道门槛。“只有在纠纷者预期法院裁决会明确界定权利 ，从而不会再产生权利界定费用时，他
［7］
［8］
们才提起诉讼。” “司法救济只有做出了资源产权有效率的裁决，救济才是经济的。” 在社会保障权
公益诉讼中，由于提起诉讼的主体与诉之利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如果让个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花费

高昂的费用是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公益诉讼案件一般牵涉的人员众多 ，所诉求的利益较大，公民个人很
难承受巨额的诉讼费用。这样会导致公共利益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 。 所以，我国也应该借鉴国外先进
的经验，应该适当减少诉讼费用和合理分担诉讼费用 。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社会保障公益诉讼 ，费用可
由国库支付。对于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 ，原告败诉的，诉讼费用可通过两种方式解决：
一是成立公益诉讼基金会。公益诉讼基金的来源主要是从每件案件的罚金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和社会捐
款。当原告提起公益诉讼时，由于无力承担诉讼费用，可向公益诉讼基金会申请，基金会进行审查，符合
条件的给予一定的基金。二是建立诉讼费用保险制度。提起诉讼的主体预先向保险公司缴纳一定的保
险费用，当发生诉讼时，保险公司根据诉讼的类别和诉讼费用的支付条件为保险人支付诉讼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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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激约机制。
社会保障是一种准公共物品，是众多个体利益的集合体，人们乐于不花费成本地享受社会保障利益
或相关服务，当该社会保障权益受侵害时，人们未必就会为此付出行动来阻止或采取司法的手段来维护
该利益，因为他们考虑自己将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威克塞尔认为：“如果有人被迫支付并非皆在促进
［9］
他的利益，甚或与他的利益恰恰相反的活动的成本 ，这就是一种露骨的不公平。” 因此，有必要建立激
励机制激发公民个人或社会组织来维护社会保障公共利益的热情 。对于提起社会保障公益诉讼的公民
或社会组织，在胜诉后，可以获得因诉讼而支付的补偿，同时可以获得适当的奖励，以培育公民或社会组
织维护公益的意识，调动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欲望。斯塔姆勒认为：“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实现即社会最
完美的和谐，只有将个人欲望与社会目标相适应才能达到 。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的规则就是正义的 ，否
［10］

则就是非正义的。” 在公益诉讼的奖励方面，古罗马法规定： 公职人员提起公益诉讼获得法院判决支
持的，被告所支付的罚金归国库，但起诉者可以得到一定的奖金；市民提起公益诉讼成功的，罚金归起诉
者所有。美国《联邦采购法》规定，任何人均可以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对政府采购中的腐败和有损美国公
众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在获胜后，可以在诉讼收益中提取一定的好处作为奖赏。 此外，为了鼓励律师
参与社会保障公益诉讼，有必要引入律师胜诉取酬制。权利请求者和律师可以在诉讼前约定在胜诉后
按获得利益多少向律师支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 ，把律师的报酬和诉讼风险挂钩，有利于律师尽职尽责
地参与社会保障公益诉讼。
5． 法律责任的多元化。
侵害社会保障权公益的法律责任应该是多元化的 ，包括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经济责任和刑
事责任。在经济责任上，采用惩罚性赔偿和两罚制。责任主体包括法人、雇主和公民个人或社会组织。
因为社会保障法属于社会法范畴 ，它兼有公法和私法的特点，仅凭传统单一的责任形式很难达到惩处危
害社会保障权公益的行为，需要采用复合性的与惩罚性的法律责任。 如《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用人单
位依照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
人单位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 这就运用了
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责任。在某些情况下，用人单位还要承担刑法上财产罚。适用多元的责任，有利于
彻底解决社会保障公益诉讼纠纷 ，也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起到威慑违法行为发生的作用。
6． 司法能动主义。
公民社会保障权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有众多因素 ，其中法院的消极状态也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 。
社会保障权是宪法权利，权利的实现与救济需要国家履行给付责任 ，也要求国家制定完备的社会保障实
体法和程序法，但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司法资源的限制 ，社会保障权的保护受到制约，这就需要司
法机关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印度保护社会公益的司法实践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帮助 ，与英美法系长
［11］
期奉行的司法抑制主义原则不同 ，自印度 1978 年门克·甘地诉印度联邦案 后，印度法院在社会保障
［12］
公益诉讼中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 ，由案件被动的仲裁者转化为积极的参与者 ，印度通过司法干预来

平衡公民社会保障权利与政府公权力的关系边界 ，司法干预的范围尽量不去侵害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 ，
因为社会保障权益的司法救济可能触及公共政策的选择 。我国法院沿袭大陆法系的司法传统，法官要
依法办案，同时，我国还没有建立宪政的民主体制，不可能完全按照印度的“司法系统主导社会保障公
益诉讼”的运作模式，我国司法机关在社会保障公益诉讼中的地位应该是弥补立法的不足 。首先，要改
变司法机关的消极态度，在受案范围方面，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也要从人权保护的精神和宪法的
扩大解释中，扩大受案范围，特别要关切社会弱势群体的重大利益 。 其次，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体现司
法能动主义。例如，为减轻弱势原告的举证责任负担，法院可以发挥以职权调查取证方面的作用，可
［13］
“在诉前设置独立的证据调查阶段 ”
，可对诉讼中的和解、撤诉、认诺等行为进行监督，充分地发挥法
官保护社会保障公共利益的能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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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A New Way of Ｒemedy of Ｒight to Social Security
Fu Longfei
（ School of Civil and Economic Law，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is social members’rights access to basic material conditions or related
services from the state and society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ir basic living standards and maintain the dignity
of the person． Ｒight to social security values the goal of social standard and has public property． Three traditional litigations obstacles to the remedy of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and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s a public interest appeal are compatible with remedy of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in litigation objectives，functions，plaintiff qualification，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Social security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needs to expand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and 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give the parties litigation right，reasonably share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litigation costs，construct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use variety of legal liability，
and fully play the role of a judge’s judicial activism．
Key words：right to social security；compatibility；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judicial a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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