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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25日下午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摘要如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

央政法委领导下，认真落实依法防控要求，单独或会同

有关单位制定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惩治妨害

国境卫生检疫犯罪、保障复工复产等意见，完善服务

“六稳”“六保”司法举措，发布 57 个惩处涉疫犯罪和服

务复工复产典型案例。各级法院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维护稳定等工作，审结各类涉疫案件 2736 件；严惩侵

害医务工作者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犯罪；坚持审慎善

意文明司法；运用远程立案、网上审判、智慧执行及时

定分止争。全国法院网上立案 136万件、开庭 25万次、

调解 59 万次，电子送达 446 万次，网络查控 266 万件，

司法网拍成交额 639 亿元，执行到位金额 2045 亿元。

广大法院干警特别是湖北和武汉法院干警坚决响应党

中央号召，积极投身各地抗疫一线。

2019年主要工作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

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议，紧紧围

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

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最高人民

法院受理案件 38498 件，审结 34481 件，同比分别上升

10.7%和 8.2%，制定司法解释 20件，发布指导性案例 33

个，加强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地方各级法

院受理案件 3156.7 万件，审结、执结 2902.2 万件，结案

标 的 额 6.6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12.7% 、15.3% 和

20.3%。

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国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审结一审刑事案

件 129.7 万件，判处罪犯 166 万人。依法严惩各种渗透

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犯罪。始

终保持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高压态势，审结严重

暴力犯罪案件 4.9 万件，多发性侵财犯罪案件 27.2 万

件，涉枪涉爆、涉赌涉黄犯罪案件 6.5万件，严重暴力犯

罪案件连续十年呈下降态势。深入开展禁毒斗争，审

结毒品犯罪案件 8.6 万件。依法惩治安全生产违法犯

罪。切实维护人民警察人身安全和执法权威。依法审

理劫持公交车撞人、校园门口砍杀无辜、杀害顺风车乘

客等一批重大恶性案件，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依法判处死刑，充分发挥刑罚震慑作用。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国法院审结涉黑

涉恶犯罪案件 12639件 83912人。依法审理孙小果案、

杜少平操场埋尸案，对主犯孙小果、杜少平坚决判处并

执行死刑。会同有关单位出台办理恶势力、“套路贷”、

非法放贷等刑事案件意见。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犯罪。彻底铲除

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 2.5 万件

2.9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中管干部的 27人。准确体现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对艾文礼等主动投案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对邢云等严重腐败

分子适用终身监禁。与国家监察委员会等完善国家监察与刑事司法

衔接机制。积极配合境外追逃追赃，审结外逃腐败分子回国受审案

件 321件。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安全感。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依法

妥善审理长生疫苗案、肖平辉生产销售注水牛肉案等重大案件。严

惩暴力伤医犯罪，对杀害北京民航总医院医生的孙文斌等一批犯罪

分子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针对高空抛物坠物严重威胁群众安全问

题，出台司法政策，公开审判一批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案件。

依法裁定特赦。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特赦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特赦决定，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前夕，依法裁定特赦罪犯 23593人。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

案件 1774 件，山东等法院依法纠正张志超等重大冤错案件。审结国

家赔偿案件 1.8万件。依法宣告 637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 751名自诉

案件被告人无罪。陕西法院依法宣告范太应无罪，避免了重大冤错

案件发生。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保障律师

依法履职。

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商事案件 453.7 万

件。出台公司法、破产法司法解释，发布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审结一审行政案件 28.4 万件。世界银行 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我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大幅跃升。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坚持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法律适用、

法律责任一律平等。依法甄别纠正历史形成的涉产权冤错案件。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司法解释进行清理，废止 103 件，废除一切

对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严禁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创新适

用“活封活扣”等强制措施。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激发创

新创业活力。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审结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案

件 41.8 万件。公正审理电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正当竞争等

案件。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侵权违法成本。我国已成为

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

的国家之一。

服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出台司法解释，依法惩治操纵证券期

货市场、内幕交易犯罪。会同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推进金

融纠纷多元化解。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制定司法保障

意见。

服务脱贫攻坚战。落实落细服务乡村振兴司法政策，依法严惩

涉农骗补骗保、扶贫领域腐败、农资造假等侵害群众利益犯罪。

服务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件 26.8

万件。审结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1953

件，严肃追究损毁三清山巨蟒峰等破坏生态环境人员法律责任。在

江苏南京、甘肃兰州新设环境资源法庭，集中管辖相应省域内环境

资源案件。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出台加快完善

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降低退出成本。妥善审结破产重整等

案件 4626件，涉及债权 6788亿元，推动“僵尸企业”平稳有序出清，让

482家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通过重整走出困境，帮助 10.8万名员工保住

就业岗位。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出台专门意见，服务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和创新发展。北京、天津、河北法院妥善化解涉重大项目纠

纷，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冬奥会筹办。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法院提高司法协作水平，服务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辽宁、吉林、黑龙江法院聚焦优化

营商法治环境，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广东法院着力营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为粤

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护航。

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各级法院依法妥善审理涉

新交易新模式新业态案件，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

展。加强对数字版权、数字内容产品的保护。加大

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力度，严惩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

服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审结一审涉外民商事

案件 1.7 万件，海事海商案件 1.6 万件。制定外商投

资法司法解释，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

益。出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意见、服务上海自贸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意见。

三、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惩侮辱国旗国徽

国歌犯罪，宣示国家象征庄严神圣不可侵犯。审结

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件 22 件，对侵害方志敏、董存

瑞、黄继光、木里救火牺牲勇士等英烈权益的行为，

严肃追究法律责任。贯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工

作。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健全失信被执行人联合

惩戒机制。审理网络众筹退款等案件，规范网络公

益行为。

维护社会公平。审结一审民事案件 939.3 万件，

其中涉及教育、就业、医疗、住房、消费、社会保障等

民生领域案件 144 万件。严厉惩处侵害残疾人的犯

罪，方便残疾人诉讼。积极参加“护薪”行动，帮助农

民工追讨欠薪 106.6 亿元。发放司法救助金 11.2 亿

元，帮助涉诉困难群众摆脱困境。会同人社部等发

布促进妇女平等就业规范性文件。妥善审理女工怀

孕被解雇、毕业生求职遭地域歧视等案件。

促进和谐家庭建设。深化家事审判改革，会同

全国妇联等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机制。审结婚姻

家庭案件 185 万件，加大反家暴力度，及时签发人身

安全保护令 2004份。严惩虐待、遗弃、伤害老年人犯

罪，审结赡养案件 2.6 万件；家事法庭巧断家务事，妥

善化解赡养、抚养纠纷。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完善少年司法制度，

坚持圆桌式审判。依法严惩侵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

的犯罪，对性侵儿童的赵志勇、何龙等罪行极其严重

的一批犯罪分子，坚决依法判处死刑。会同民政部

等出台意见，加强对无人抚养儿童的保护。加强校

园欺凌预防处置，审结相关案件 4192 件。会同教育

部等完善校园安全事故处理机制，依法惩治涉及“校

闹”的犯罪。

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全面完成

服务保障涉军停偿工作，全国法院 5 个先进单位、15

名先进个人受到人社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后

勤保障部联合表彰。研究出台 15 条举措，为做好涉

军停偿下篇文章积极提供司法服务。严惩破坏军事

设施、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犯罪，审结相关案件 484

件。军事法院稳步推开军事行政审判试点，依法维

护部队官兵合法权益。

保护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审结涉港澳

台案件 2.7 万件，办理司法协助互助案件 9648 件，审结涉侨案件 2475

件。基本实现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司法协助全覆盖。建成内地与澳门

司法协助网络平台。出台司法惠台 36 条措施，平等保护台胞台企合

法权益。

引导社会成员增强公共意识、规则意识。对发生在公共空间案

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兼顾国法天理人情，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努力实

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通过一系列案件审理，破解长期困

扰群众的“扶不扶”“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为不为”“管不管”等

法律和道德风险，坚决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横谁有理”“谁受伤谁

有理”等“和稀泥”做法。

四、构建便民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畅通群众纠纷解决渠道。巩固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坚决防止

立案难反弹回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党委领导的

社会治理体系。各地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让

人民内部矛盾能够更快更有效化解。

建立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机制。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

重分离、快慢分道。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化解案件 849.7 万件，其

中速裁快审案件平均审理周期较一审民商事案件缩短 49.2%。畅通

诉讼服务渠道，决不让群众无处申诉，决不许对群众诉求置之不理。

在诉讼服务中心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的诉讼服务。

推广跨域立案诉讼服务。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跨域立案诉讼服

务。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跨域立案域内全贯通，全国中级、

基层法院和海事法院实现跨域立案服务全覆盖。

立足城乡基层化解纠纷。充分发挥全国 10759个人民法庭作用，

积极参与县域基层治理，共调解、审结案件 473.1万件。

五、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保持执行工作高水平运行
2019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1041.4万件，执结 954.7万件，

执行到位金额 1.7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 17.4%、22.4%和 10.8%。

深化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认真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2019 年“1 号文件”，推动完善跨部门系统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巩固

拓展综合治理执行难格局。认真落实代表审议意见，制定实施执行

工作五年发展纲要。制定律师参与执行意见。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

部署，配合开展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工作。

强化善意执行、文明执行。制定强化善意文明执行意见，优化查

封、变价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严格失信惩

戒程序条件，精准实施信用惩戒。依法及时删除失信名单 208.3万人

次，同比上升 19.3%。转变执行工作理念，由过去的惩戒为主变为惩

戒与激励并重。

加大力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针对涉民生、金融、拖欠民

营企业账款等案件，集中开展专项执行行动。集中执行期间，全国法

院执结涉民生案件 2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98亿元。执结涉金融案件

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2000亿元。执结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案件 5870

件，执行到位金额 127亿元。

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不断提高司法质量、效
率和公信力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贯彻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实施

意见，发布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贯彻新修订的人民法院

组织法和法官法。落实人民陪审员法，扩大参审范围，全国陪审员参

审案件 340.7 万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 15 个省份 20 个城

市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有序放权、科学配权、规范用权、

严格限权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推行类案与关联案件强制检索

机制，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促进裁判尺度统一。加强法官

遴选工作。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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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5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张军 25 日下午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最高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摘要如下：

去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

民检察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

议，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体现在履职尽责上，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

自强，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

检察履职战疫情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带领各级检察机关主动服务疫

情防控大局，在依法战疫中守初心、担使命。2020 年

2 月至 4 月，共批准逮捕涉疫刑事犯罪 3751 人、起诉

2521 人，办理涉口罩等防护物资监管、医疗废弃物处

置、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2829 件。一

是迅速出台办案规范。疫情突如其来，依法防控更显

重要。会同相关部门发布指导意见，依法惩治危害疫

情防控犯罪，助力复工复产，促进加快恢复经济社会

秩序。二是创新以案释法。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不能按部就班。自 2月 11日起，最高人民检察院

首次以在办的批捕起诉案件释法，首次会同公安部发

布典型案例，首次以每周一批的频次，根据疫情防控

不同阶段特点，分专题发布 10批 55个典型案例，突出

维护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收到

规范司法、警示犯罪、教育社会的积极效果。三是保

障涉案人合法权益。从一开始就注意准确把握法律

政策，力防突破法律的“从重”“从严”“从快”。在这场

严峻斗争中，各地特别是湖北检察机关闻令而动，以

法与情写就中国抗疫故事检察篇章。经历这次大考，

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体会到法治在国家治理

中的重要作用。

2019年工作回顾

2019 年，全国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全

年共办理各类案件 3146292件，同比上升 9.7%。

一、积极参与、促进国家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服务

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惩分裂国家、间谍等犯罪。

支持新疆等地检察机关健全反恐维稳常态机制。

坚决惩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犯罪。严惩严重暴

力犯罪，起诉 60654 人，同比上升 1.6%。依法惩治盗

窃 等 多 发 性 侵 财 犯 罪 ，起 诉 393587 人 ，同 比 上 升

5.1%。突出惩治重大责任事故等安全生产领域犯

罪，起诉 3543 人，同比上升 5.9%。加大惩治电信网

络犯罪力度，起诉 71765 人，同比上升 33.3%，网络空

间不容犯罪藏身。

严格依法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 8 个指导性文件，对 107 起重大案件直接

挂牌督办，派出专家组督导孙小果案、杜少平操场埋尸案、黄鸿发

家族案等重大案件。共起诉涉黑犯罪 30547 人、涉恶犯罪 67689 人，

同比分别上升 194.8%和 33.2%。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

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省级检察院对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统一

把关。促进深挖根治，起诉“保护伞”1385 人，同比上升 295.7%。

扎实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为金融安全护航。起诉金融诈骗、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 40178 人，同比上升 25.3%。最高人民检察院

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第三号检察建议，推动强化监管、源头防控。为

脱贫攻坚助力。起诉扶贫领域“蝇贪”877 人，向扶贫款物伸手必严

惩。向因案致贫返贫的 6000个受害家庭发放司法救助金 7589万元，

同比分别上升 42.4%和 54.7%。为美丽中国添彩。对污染环境、走私

洋垃圾、非法采矿等犯罪从严惩处，起诉 50800 人，同比上升 20.4%。

办理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69236件，同比上升 16.7%。

更实支持企业经营发展。法治是最佳营商环境。坚持依法保障

企业权益与促进守法合规经营并重。持续落实服务民营经济 11 项

检察政策，切实做到慎捕、慎诉。对既未撤案又未移送审查起诉、长

期搁置的“挂案”组织专项清理，排查出 2687件，已督促结案 1181件。

积极作为促创新。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

等犯罪 11003 人，同比上升 32.2%。妥善办理涉技术创新案件。浙江

一企业生产的“平板走步机”因尚无国家标准，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检察机关主动商请产品质量监管部门研究，走步机国家标准

由此确立。

扎实推进反腐败斗争。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 24234人，同

比上升 50.6%。已起诉 18585人，同比上升 89.6%；不起诉 704人，退回

补充调查 7806 人次，不起诉率、退补率同比分别增加 1.1 和 16.3 个百

分点。对秦光荣、陈刚等 16名原省部级干部提起公诉。对 13起贪污

贿赂犯罪嫌疑人逃匿、死亡案件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对司法工

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立案侦查 871 人，坚决清除

司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持续推进“一号检察建议”落实。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工

入职前查询相关违法记录制度；与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 8部委共建

未成年人被侵害强制报告制度，把对孩子的保护做得更实、更细。起

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62948 人，同比上升 24.1%。专门发布检察政

策：凡拉拢、诱迫未成年人参与有组织犯罪，一律从严追诉、从重提出

量刑建议。依法惩治未成年人犯罪，对主观恶性深、犯罪手段残忍、

后果严重的决不纵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追诉的，依法送交收容教

养或专门学校从严矫治。3万余名检察官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落

实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

用真情落实群众来信件件回复制度。关乎人民群众的揪心事，

人手再紧也要做到，工作再难也要做好。全国检察机关新收群众来

信 491829件，均在 7日内告知“收到了、谁在办”；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

结果答复率 99.2%。

立足办案引领社会法治观念。指导地方检察机关查明涞源反杀

案、邢台董民刚案、杭州盛春平案、丽江唐雪案等影响性防卫案件事

实，依法认定正当防卫，引领、重塑正当防卫理念，“法不能向不法让

步”深入人心。江西、广西等地检察机关对侵害方志敏、雷锋等英烈

权益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48 件。食药安全底线不容触碰，办理食

药领域公益诉讼 35778件；探索危害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

偿，惩罚就要痛到不敢再犯。会同有关部门发布惩治袭警违法犯罪

指导意见，维护民警执法安全就是维护国家法治尊严。

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实施。制定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司法

政策。深化长江经济带 11省市检察协作，促进破解“上下游不同步、

左右岸不同行”的环境治理难题。

二、跟上、适应时代发展，扎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努力做优刑事检察。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更保持社会长期稳

定。1999 年至 2019 年，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

从 16.2 万人降至 6 万人，年均下降 4.8%；被判处三年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比从 45.4%降至 21.3%。与此

同时，从严规范经济社会管理秩序，新类型犯罪增

多，“醉驾”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第一犯罪，扰乱市

场秩序犯罪增长 19.4 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增

长 34.6 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增长 56.6 倍。严重暴

力犯罪及重刑率下降，反映了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好

转，人民群众收获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新型危害经济

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上升，表明社会治理进入新阶段，

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内涵有新期待。秉持客观公正

立场。检察官依法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既

是犯罪追诉者又是无辜保护者。对不构成犯罪或证

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 191290 人、不起诉 41409 人，较

5 年前分别上升 62.8%和 74.6%。对侦查、审判中不需

要继续羁押的，建议取保候审 75457 人，较 5 年前上

升 279%。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诉讼法

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检察机关以在案事

实、证据促进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同量刑建议，

同时听取律师意见、细致做好被害人工作，办案难度

倍增、检察责任更重。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有关部门

制定实施意见，大力推进落实。去年 12 月适用率达

83.1%，量刑建议采纳率 79.8%；一审服判率 96.2%，高

出其他刑事案件 10.9 个百分点，有力促进了矛盾化

解、社会和谐。刑事诉讼监督取得实效。推广北京、

山西、广东经验，向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法

制部门或派出所派驻检察室，加强对立案和侦查活

动同步监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

8302 件，法院已改判、发回重审 4364 件。纠正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 38035 人次。

努力做强民事检察。检察机关受理民事申诉持

续高位运行，去年受理 142203件，同比上升 23.9%。注

重精准监督。努力办好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引领价值

的典型案件，发挥对类案的指导作用。提出民事抗诉

5103 件，同比上升 29.8%；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7972 件，

同比上升 95.1%。大力整治虚假诉讼。最高人民检察

院组织专项监督，纠正虚假诉讼 3300 件，对涉嫌犯罪

的起诉 1270 人，同比分别上升 122.4%和 154%。共同

破解执行难。对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

议 23437 件，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批捕 2318 人，同

比分别下降 1.6%和 2.4%。

努力做实行政检察。对认为确有错误的行政判

决、裁定提出抗诉 156 件，同比上升 33.3%。提出再审

检察建议 83件，同比下降 7.8%。针对一些行政诉讼案

件不符合起诉条件被驳回，讼争问题未解，案虽结事

难了，去年 10月起开展专项监督，通过促进和解、督促

纠正违法、给予司法救助等方式，已化解行政争议 378

件，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努力做好公益诉讼检察。牢记检察官公共利益

代表的神圣职责，深化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办理民事

公益诉讼 7125 件、行政公益诉讼 119787 件，同比分别

上升 62.2%和 10.1%。坚持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

作为最佳司法状态。推广福建、山东等地圆桌会议

和公开送达机制，形成整改合力。对 2018 年办理的

10 万余件诉前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回头看”，发现逾

期未回复、实际未整改、整改不彻底的 8751 件，跟进

督 促 履 职 。 2019 年 发 出 的 103076 件 诉 前 检 察 建 议 回 复 整 改 率

87.5%，绝大多数问题在诉前得以解决，以最小司法投入获得最佳社

会效果。对发出公告和检察建议后公益受损未能解决的，提起公

益诉讼 4778 件，同比上升 48%。法院已审结 3238 件，支持起诉意见

3225 件。积极、稳妥拓展办案范围。对法律明确赋权领域之外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公益损害问题，探索立案 7950 件。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得到各级人大重视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专项报

告并进行专题询问，435 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意见建议；15 个省级

人大常委会听取专项报告，11 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项决定，给

予有力监督支持。

三、狠抓自身建设，提升检察履职能力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

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自觉接受

中央巡视，严格落实整改政治责任。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司法体制改革在巩固中深化。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

神，全面完成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内设机构重塑性改革，专业化建设又

有加强。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制定检察官员额退出办法，

建立员额省级统筹、动态调整机制。领导干部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

杂案件。

创立“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当事人一案，经过办案机关若干

程序环节，就被统计为若干“案件”，而对当事人来说还是他的一个

“案子”。“案子”经历司法程序越多、统计的“案件”越多，司法资源耗

费越多，当事人讼累也越重。最佳“案-件比”是 1∶1，当事人一个“案

子”，进入检察程序后一次性优质办结，司法资源投入最少，当事人感

受最好。创立这一评价标准意在督导检察官强化责任意识、提升司

法能力，努力把工作做到极致，避免不应有的程序空转。2019年刑事

检察“案-件比”为 1∶1.87，“件”同比下降 0.02，减少了约 3万个不必要

的办案环节。

创新检察业务建设。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举办 10 期研修班，法

官、检察官同堂培训，促进形成共同司法理念；与生态环境部、税务总

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互派干部挂职交流。

坚持全面从严治检。过问或干预、插手司法办案等重大事项须

记录报告，中央和有关部门早有“三个规定”。“过问”主要是陈述情

况、了解进展，多为监督公正司法；“记录、报告”有利约束检察官，防

止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面对多数不实的“零报告”，最高人民检

察院以上率下，要求“逢问必录”，不让“零报告”架空好规定。四级检

察院全员覆盖、逐月报告，共记录报告 2018 年以来有关事项 18751

件。自觉接受各级纪委监委及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1290 名检察人

员因违纪违法被立案查处，同比上升 66.7%，54 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坚持刀刃向内，从严查处为黑恶势力站台撑腰的检察人员 42 人。坚

持实事求是，对严抓严管查处更多案件的给予肯定，鼓励抓早抓小，

把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落实。

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让检察权在阳光下行使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办理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书面建议

150件，对 36件有新进展的往年建议跟进反馈。邀请 376名全国人大

代表视察检察工作、参与案件公开审查，获得监督、赢得支持。

自觉接受民主监督。积极参加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报告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认真办理全国政协委员提出

的 56件提案。

自觉接受履职制约。对监察机关提请复议的不起诉案件和公安

机关提请复议复核的不批捕、不起诉案件，严格依法重新审查，改变

原决定 740 人，同比下降 4.8%。对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逐案评查、

落实司法责任。与司法部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共同促进刑罚执行严

格公正。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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