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司法改革和信息化
建设， 不断提升司法质量、
效率和公信力

———聚焦大局、 服务大局、保
障大局，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贡献检
察力量。

———切实履行维护一方稳定、
守护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
推动各项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
发展。

———加快构建公正、 高效、权
威的新时代检察工作体制机制。

———坚持革命化、 正规化、专
业化、职业化方向，打造让党放心、
让人民满意的高素质检察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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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2018年，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落实省
委十一届全会部署，在省委坚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
有力监督，省政府、省政协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忠诚履
职，顽强拼搏，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2018年，全省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全省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 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
督职责，推动全省检察工作向前迈出坚实步伐，为
人民群众提供了更优更实更好的法治产品、 检察
产品。

2018年，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
各类刑事犯罪43672人、 起诉71694人，
其中起诉故意杀人、 绑架等严重暴力犯
罪7496人，起诉抢劫、盗窃等多发性侵
财犯罪20365人， 起诉涉枪涉爆涉黄赌
毒犯罪19043人。

聚焦打好三大攻坚战。办理了“善心
汇”“云联惠”“维卡币”等重大案件。起诉
虚报冒领、套取侵吞、截留私分扶贫资金
等犯罪111人。批准逮捕非法采砂、非法
捕捞、 滥砍滥伐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
犯罪493人，起诉1608人。

服务和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 出台
守护“一湖四水”18条意见。设立湘江流
域、环洞庭湖、环东江湖等专业化办案机
构62个。联合湖北、江西，出台《关于加强

新时代区域检察协作服务和保障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服务和保障湖南高质量发展。批准
逮捕“砖霸”“沙霸”、强揽工程、阻工现
象所涉犯罪3525人，起诉4469人，保障
“黔张常”“张吉怀” 铁路等重大工程项
目建设顺利进行。批准逮捕涉嫌假冒注
册商标、侵犯商业秘密等涉知识产权犯
罪111人，起诉299人。

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深化联席会议、驻会挂职、走访调
研等机制，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检商关
系。改进办案方式 ，减少办案对民营
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监督纠正
历史形成的涉民营企业产权案件 16
件。

【服务大局】
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坚决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 监督侦
查机关立案979件、撤案1177件；不批准
逮捕16964人、不起诉12444人；纠正漏
捕1858人、漏诉1799人；提出刑事抗诉
362件，民事抗诉117件;监督纠正侦查活
动、审判活动违法4782件次。

监督纠正判处实刑未执行刑罚171
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3467
人。监督变更强制措施2667人。监督纠

正超期羁押101件。 对重大案件侦查终
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43件。

不断完善诉讼监督机制。 规范重
大案件提前介入和引导侦查取证机
制。 完善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
员会会议制度。 协同解决律师执业会
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办理
阻碍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控告申诉54
件。

【法律监督】
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3467人

2018年，全省检察机关立案各类公
益诉讼案件7735件，提出诉前检察建议
6466件，提起诉讼136件。

其中，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立
案2786件，湘江柏家洲污染饮用水水源
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某房地产公司擅自
改扩建污染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被最高
人民检察院推介。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立案3225件，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永州检察机关针
对“美团”、“饿了么”等网络平台餐饮店

无证经营等问题立案1399件，督促取缔
整顿商户975家， 湘阴县虚假医药广告
整治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全国检察公
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国有财产保护领域立案1465件。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立案

247件， 督促收回土地出让金40.9亿
元。

针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危害幼儿
园校车安全、危害铁路运输安全等违法
行为，立案12件。

【公益诉讼】
立案各类公益诉讼案件7735件

2018年，全省检察机关起诉涉黑涉恶
人员3022人，其中涉黑犯罪258人、涉恶犯
罪2764人。纠正漏捕442人、漏诉208人。起

诉涉嫌“保护伞”的职务犯罪25人。挂牌督
办30件重大涉黑涉恶案件。办理文烈宏系
列案、韩宗仁系列案等重大涉黑涉恶案件。

【扫黑除恶】
起诉涉黑涉恶人员3022人

� � � � 案件结收比居全国法院
第1位， 人民群众满意度评价
居全省政法系统第1位

收结案数创历史新高，司法绩效创历
年最佳。 新收案件79.2万件， 同比增长
8.7%，结案88.7万件，同比增长26.6%，结
案率达92.1%；结收比112%，居全国法院
第1位。法官年人均结案157件，399名法官
结案超过300件， 人民群众满意度评价居
全省政法系统第1位。

扫黑除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共审结涉黑恶案件896件3312人。常
德中院对重大涉黑案被告人文烈宏判处
无期徒刑。坚决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
全国扫黑办、最高法院两次推介湖南法院
经验。

严厉打击职务犯罪。 审结此类案件
804件1069人， 其中原正厅级以上干部13
人。李亿龙、李政科、陈三新、蒋益民等，均
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依法惩治其他犯罪。审结一审刑事案
件5.5万件7.1万人。 坚决惩治严重暴力犯
罪，审结杀人、绑架、抢劫等案件6511件
7582人。

执行攻坚， 兑现人民群众
胜诉权益

打响“决胜执行难战役”，主要核心指
标居全国法院前列。 推行司法网络拍卖，
累计网拍物品2万余件。 公布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5.3万人， 限制出境和高消费6.1万
人，拘留8235人，罚款466人，判处拒执犯
罪170人。

各级法院共执结案件20.9万件， 执行
到位金额663.9亿元。

坚持能动司法， 保障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

审结民商事案件47.8万件， 同比增长
21.4%。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审慎采取强制
措施。推动“僵尸企业”依法退市，审结破
产案件170件。成立长沙知识产权法庭，审
结知识产权案件9545件。开展金融案件专
项审判活动，审结案件2.8万件。服务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审结此类案件2389件。

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
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审结行政诉讼案件2.9
万件、国家赔偿案件935件。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让人民
群众感受到公正和温暖

审结教育、医疗、就业等关系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案件4.6万件，审结涉“三农”案件2.7
万件。常态化开展“为农民工讨薪”活动，为
8686名农民工追回工资及工程款4.9亿元。

严惩拐卖、强奸、猥亵妇女儿童犯罪
798件947人，妥善审理婚姻、继承等案件
7.5万件。

为4.4万名困难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
3648.5万元，发放司法救助金1847.8万元。

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队伍

立案查处违纪违法干警168人， 其中
省高院18人，坚决清除省高院行政一庭原
副庭长郑波、 张家界中院原副院长覃遵
月、娄底中院执行局原局长肖学军等害群
之马。

建设高层次审判队伍，新增3名“全国
审判业务专家”， 评选全
省法院办案能手18名、办
案突出个人22名。加强业务
指导，案例工作位居全国法院
第2位，其中“徐强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案”入选最高法院指导性案
例。长沙市雨花区法院靳晓法官带
领速裁团队全年结案1517件，被评
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新的一年，全省法院的工作思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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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精神和省委十一届全会部署，坚
决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政
法工作会议和全国高院院长会议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
围绕“努力实现全省法院工作走在全
国法院前列”的目标，深入开展“审判
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提升年”活动，建
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为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有力的司法服
务和保障。

努力实现全省法院工作
走在全国法院前列

2019

年
工
作
目
标

一、2018年， 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
逮捕各类刑事犯罪43672人、起诉71694
人，其中起诉故意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
犯罪7496人，起诉抢劫、盗窃等多发性
侵财犯罪20365人， 起诉涉枪涉爆涉黄
赌毒犯罪19043人。

二、2018年全省检察机关立案各类
公益诉讼案件7735件，其中，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领域立案2786件，食品药品
安全领域立案3225件，国有财产保护领
域立案1465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
域立案247件，其他12件。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人财物向基层
倾斜，98%的新增员额法官配置到案多
人少的中基层法院， 新建155个科技法
庭，为基层法院增配车辆94台，提升基
层物资装备水平。

建立员额法官动态调整机制，全年
遴选员额法官426名， 退出员额239名，
择优选任9名一级高级法官、28名二级
高级法官、172名三级高级法官。各级法
院入额院领导带头办理重大、 复杂、疑
难案件7.1万件，同比增长1.3倍。

牵头制定并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落实罪刑法
定、疑罪从无原则，对48名公诉案件、59
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指导
长沙两级法院完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改革试点， 审结该类案件4725件6601
人， 当庭宣判率达100%。 推进繁简分
流，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办结
案件29.7万件。

2019年工作打算

法院内网全面接入全国法院审判
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公开网，开展

“院庭长开庭直播月活动”，全年直播庭
审1.9万场、公开文书82.2万份、执行信
息27.7万条，让司法公开真正看得见、能
评价、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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