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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报告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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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王曦
通讯员 曾妍

“2014年，省法院在省委的领导
下， 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
在省政府、省政协和社会各界的关心
支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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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

的职责，为湖南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
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步。法院队伍公
众满意度测评继续保持全省政法系
统第 l名。”

1月31日，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
为民在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
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赢
得代表委员一致好评。

【报告内容】
依法审判刑事案件， 推进平安湖

南建设。全省法院审结刑事案件4.35
万件，判处罪犯4.45万人。

【具体事实】
严惩严重危及群众安全感的犯

罪，审结杀人、绑架、强奸、“两抢一盗”
和毒品犯罪1.86万件2.50万人。 审结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17件186人，其
中判五年以上刑罚的占60.68％。严惩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 审结此类
案件206件441人。

【代表评议】
省人大代表、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

有限公司总经理 颜建新： 据我了解，
在省综治委组织的民调测评中， 法院
系统连续9年名列全省政法系统第一
名。建设平安湖南、法治湖南，法院是
重要力量， 希望法院能一如既往地为
促进“三量齐升”、推动“四化两型”提
供有力司法保障和服务。

省人大代表、 湖南邵阳公路桥梁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赵应华： 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始
终坚持带头践行法治， 自觉把司法权
纳入法治轨道， 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
予的职责，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
好的法治环境。

护航平安湖南，
审结刑案4.35万件

【报告内容】
努力破解执行难题。 全省法院执

结案件7.65万件，同比上升18.60％，
执行标的额280.89亿元， 同比增加
1.15倍。

【具体事实】
健全司法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便

捷准确查询被执行人身份信息和财产
信息。 开展涉民生案件执行等专项活
动，强化执行力度，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9423人次，罚款、拘留2964人次，

限制高消费、 限制出境2861人次，向
公安机关移送犯罪线索277件287人。

【代表评议】
省人大代表、 郴州市北湖区三里

田村冯家组组长 曾令令：法院通过网
络、电视公开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高消费和出境，对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裁定的追究刑事
责任，这些强制措施的推行，有效破解
了执行难题，树立了法律权威。

省人大代表、 湘林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周志梅： 我公司曾
经有一起民事纠纷执行款长时期未能
执行到位。新邵县法院执行工作人员追
踪1000公里、辗转3个省市，终于找到被
执行人，把20余万元标的款执行到位。

破解“执行难”，
执行标的额280.89
亿元

【报告内容】
强力推动司法公开， 建成了审判

流程、 裁判文书和执行信息三大公开
平台， 逐步实现让当事人可在互联网
查询案件进展， 让人民群众通过互联
网、手机客户端等实时了解法院工作。

【具体事实】
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 省法院建

成信息集中控制中心， 实现对全省法
院审判执行、 司法警务等工作的远程
实时监控。 开展网络、 电视庭审直播
772场，及时播放社会关注案件的开庭

实况； 在网上公布裁判文书23.32万
份；对1230个拍卖标的物在第三方交
易平台实行网上拍卖，成交额达12.91
亿元。

【代表评议】
省人大代表、 祁阳县国土资源局

规划股股长 吕乐： 我对法院加大力
度不断推进司法公开深有感触。我们
足不出户，就可以从网上了解到诸如
法院庭审 、文书 、执行等全方位的信
息。这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司法的公
开透明和公平公正，有利于提升司法
公信。

省人大代表、 石门县新关镇正科
级干部 陈建教：我一直比较关注法院
微博、 网络庭审直播和裁判文书上网
等，这些做法很“接地气”。

以公开促公正，
网上公布裁判文书
23.32万份

【报告内容】
省法院举办各类培训班22期， 重点培训基

层法官4769人次。 将90％的新招录干警充实到
基层法院。配合省财政厅向中级、基层法院拨付
大要案 、“两庭 ” 建设和科技法庭补助4717万
元。 全省新建22个审判法庭、l9个基层人民法
庭，基层基础设施得到改善。

【具体事实】
高度重视抓基层、强基础，加大对基层法院

的指导和支持力度。 省法院班子成员经常深入
基层一线调研，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

【代表评议】
省人大代表、 湖南百捷利包装印刷有限公

司董事长 谢运良：80%的法官在基层，80%的法
庭在基层。 人民法庭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广大农村地区的群众对于人民法院的
印象多半来自人民法庭。我认为抓“两庭”建设，
抓到了点子上，希望持续发力，深入推进。

省人大代表、 张家界市永定区教字垭镇栗
山峪村村委会主任 覃金平：近年来，基层法院
主动服务民生的意识增强， 法官经常深入农村
现场开庭，利用赶集日到农村开展法律咨询，老
百姓非常认可。

新建19个基层
法庭，90％的新招录
干警充实到基层法院

湖南日报记者 李勇 通讯员 王东晖

刚刚过去的2014年， 全省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全省工作
大局，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全力推进平安湖南、法治湖南
建设，各项检察工作都得到了新发展。

1月31日，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在省十二届人大
四次会议上所作的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得到代表委员充
分肯定。

服务大局，批捕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的犯罪1776人

【报告内容】
自觉服务全省工作大局，努力为经

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强化检
察工作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
意识，努力让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成为
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事实】
主动作为，查办破坏投资和经济发

展环境的职务犯罪961人。 依法严肃查
办衡阳破坏选举案， 在办案中坚持理
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想方设法减
少案件查处工作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和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积极
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批准逮
捕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侵犯知识产权、
金融诈骗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
1776人，提起公诉2747人。加大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力度，批准逮捕破坏环境资
源犯罪273人。

【代表评议】
省人大代表 、 省邮政公司总经理

徐茂君：脑里想着大局，心里装着大局，
湖南检察机关服务全省发展大局卓有成
效，已经成为了良好发展环境的一部分。

省人大代表、衡阳县公路局三板桥
公路养护站站长 李德福： 只有更有效
发挥职能作用， 更准确把握工作重点，
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检察机关必能成
为良好发展环境的一部分。

惩治腐败，抓获
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42名

【报告内容】
不断加大执法办案力度 ， 立案侦

查贪污贿赂 、 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
件1380件1794人 ，其中大案1012件 ，
县处级以上干部95人 （其中厅级15
人）。

【具体事实】
查办了韩建国、刘岳辉、周昌贡、权

明富等一批有影响的职务犯罪大要案。
查办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医疗卫生、社
会保障、安全生产、扶贫开发等民生领
域职务犯罪312人。 加大查办行贿犯罪
力度，查处行贿犯罪嫌疑人259人。加强
追逃工作，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42
名。开展职务犯罪预防调查367件，提出

预防检察建议611件， 开展警示教育和
宣传1338次。

【代表评议】
省人大代表、省电力公司农电工作

部主任 郑满光：“打老虎、 拍苍蝇”，人
民群众对反腐事业高度关注。湖南检察
机关认真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 成果丰
硕，值得点赞！希望检察机关继续坚持
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始终保持惩治腐
败的高压态势。

强化监督，查办
涉嫌滥用职权等犯罪
的司法人员95人

【报告内容】
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坚决

纠正司法不公，努力让人民群众切实感
受到公平正义。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专项治理，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日
常监督， 扎实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非
法证据排除、量刑建议等工作 ，加大查
处司法腐败力度。

【具体事实】
以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

刑罚变更执行为重点， 对175名不符合
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提出收监建
议，收监142人（其中厅级18人）。对侦查
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监督立案710
件， 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撤案514
件；纠正漏捕1238人、纠正漏诉996人；
对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244件，法院

已审结185件， 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93
件；依法提出民事行政抗诉107件，法院
已审结63件， 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34
件。依法查办涉嫌滥用职权、刑讯逼供、
徇私枉法等犯罪的司法人员95人。

【代表评议】
省人大代表、双峰县印塘乡吴湾村

农民 贺莉：老百姓痛恨司法不公，检察
院为老百姓“解了恨”。各级检察机关还
要进一步强化诉讼监督，坚决依法纠正
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现象 ，清除司法
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报告内容】
推进基层检察院建设，夯实检察工

作发展基础。出台《2014-2018年基层
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制定了《关于加
强和改进上级检察院领导联系指导基
层建设工作的意见》。

【具体事实】
省市两级检察院100余名班子成员

每人挂点联系一个基层检察院。坚持新
增政法专项编制向一线倾斜，新招干警
重点补充基层。出台加强改进基层院分
类考核、执法状况考评办法。培育不同
层次基层院建设先进典型，指导韶山市
检察院探索构建新形势下检群关系的
“韶山模式”。选派大批年轻干部和博士
检察官到县级检察院挂职，加强基层检
察工作，接受大批基层干警到省检察院
跟班学习，组织业务专家到市州、基层

检察院“巡回授课”。
【代表评议】
省人大代表 、 永州零陵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 蒋冬林 ：省市两级检察院
班子成员挂点基层检察院 ， 博士检察
官到县级检察院挂职 ， 都是夯实基层
基础的有力举措 。 我在基层检察院工
作， 感受到省检察院对基层检察院确
实很重视。

省人大代表、隆回华兴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 向长江：基础不牢、地动
山摇。基础扎实了，检察机关的职能作
用才能得到更有效发挥。

夯实基础，省市
两级院百余名班子
成员挂点基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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