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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打造高质量司法
服务高质量发展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亮点解读

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

——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亮点解读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李果

2019 年 ，全 省 法 院 收 案 110.1 万 件 ，结 案
114.2 万件，法定期限内结案率 96.9%，结收比
103.7%，分别居全国法院第2位、第3位。

一组组数据，诠释了湖南法院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让执行难不再是‘老大难’。让法治阳光照亮

群众的心田。让有理者打得赢官司，让找熟人打官
司成为过去。”1 月 15 日，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立
文向大会作法院工作报告时，作出庄严的承诺。

一 精准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
全力防范和化解重大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起诉危害国家

安全及邪教组织等犯罪95人，起诉非法传销、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
罪1225人，起诉故意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6904人。起诉破坏
扶贫开发秩序、侵吞扶贫资金等犯罪266人。起诉非法采砂、非法排污、滥
砍滥伐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2390人。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1月15日，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叶晓颖向省
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作了关于省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
告。一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
法，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共依法批准逮捕 47219

人，起诉 69744 人，不批准逮捕 11291 人，不起诉
13565人；受理审查民事行政检察案件5414件，立案
办理公益诉讼案件5028件。省检察院作为全国检察机
关唯一单位获评第二届“中国生态文明奖”，被最高人
民检察院推荐为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单位，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作了经验交流。

——让法治阳光照亮群众的心田。
坚持严管队伍、深转作风、细办案

件，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保驾护航。

——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
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锤炼干警忠诚干
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坚持服务大局，切实保障我省
“全面小康决胜年”。主动服务打好三大
攻坚战，营造公正透明、便捷高效的法治
化营商环境。

——坚持司法为民，努力满足新时
代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新需求。让人

民群众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正
义，让执行难不再是“老大难”，让法治阳
光照亮群众的心田。

——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新突破。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建设一支
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
质法院铁军。让有理者打得赢官司，让找
熟人打官司成为过去。

——坚持主动接受监督，不断改进全
省法院各项工作。自觉接受人大及社会各
界监督，以监督实效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2019年
工作回顾

关键词
司法公开

各级人大代表参加法院会议
和活动3767人次，36件省人大
代表建议、270项意见全部办结。
18件省政协提案、95件委员意见
建议全部办结。公开裁判文书
80.2万份，庭审直播20.5万场，
司法公开率居全国法院前列。

关键词
队伍建设

在 全 国
率先出台严
禁法院干警
违规过问干
预案件的规
定，严格执行
省法院“十二
条禁令”。

关键词
司法为民

强化综合配套改革。全省基层法
院内设机构改革全部完成，加强新型
审判团队建设，90%以上的审判力量
向一线集中。

推进诉讼制度完善。实行案件繁
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建立专
业化速裁团队234个，简易程序适用
率达81.5%。

加快智慧法院建设。运用司法大
数据进行审判态势分析和绩效通报，
实现网上运行、全程留痕、动态监管。

关键词
司法体制
改革

着力解决执行难。执结案
件 37.9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710.7亿元。以拒执罪追究刑事
责任125人，司法拘留8221人，
纳入“失信黑名单”6.2万条。

全力推进司法便民。建成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湖南移
动微法院”、24小时法院，推行
跨域立案以及网上立案、查询、
缴费等服务，网上立案 2.1 万
件，网上缴退费5.9亿元。

强化民生司法保障。依法审
结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涉民
生案件14.2万件，为农民工讨
回“血汗钱”5.5亿元，为困难当
事人缓减免诉讼费1783万元。

关键词
服务大局

关键词
刑事审判

关键词
政治建设

强化政治领导，加强政治教
育，坚定政治立场。认真查摆、整
改八个方面25个突出问题，在全
省法院开展涉民生领域15个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解决群众最急
最忧最盼的问题。

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审审结刑事案件4.7
万件6.7万人，其中涉黑涉恶案件1021件5115人。判处

“操场埋尸案”被告人杜少平死刑。判决罚没黑恶势力犯
罪财产24亿元。

严惩侵害群众生命财产犯罪。依法审结故意杀人、绑
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4963件7466人，审结毒品
犯罪案件5946件8262人。审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
件153件322人。审结“套路贷”“校园贷”、电信诈骗等多
发性侵财犯罪案件9202件1.2万人。

依法严惩职务犯罪。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
687件905人。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依法对43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
3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宣告无罪。

保障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依
法审结民商事案件61.3万件，同比增
长27.8%。审结破产案件377件，化解
企业债务115.7亿元。审结知识产权
案件1.2万件。审结涉外案件306件、
涉港澳台案件525件。

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严惩非法
集资等犯罪535件1195人，审结各类
金融纠纷案件5.9万件。依法审结涉农
案件5.7万件，严惩贪污挪用扶贫资金
等犯罪167件241人。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发展。审结涉
民营企业纠纷案件12.7万件。

助推法治政府建设。依法审结行
政诉讼案件3万件，向行政机关发送
司法建议91份。发挥国家赔偿法治功
能，审结案件890件。

2020年
工作展望

十 2020年工作打算
2020 年，全省检察机关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执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检察院
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以改革创新精神解难题、补短板，推动“四大检
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为湖南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实现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九 持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自上而下推进重构性内设机构改革，实行“捕诉一体”工作模式，形

成了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四大检察”新布局。
探索建立的财物“统分结合”统管模式被最高检和财政部推介。推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落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审结案件22319件28445人。

八 用心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依法起诉性侵、拐卖、虐待、伤害未成年人的犯罪2990人，监督立案

7人，提出抗诉14件。以宽容不纵容的理念挽救“问题少年”。对涉嫌严重
犯罪的未成年人依法批准逮捕2066人，起诉2503人。对涉嫌轻微犯罪且
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依法不批准逮捕789人、不起诉561人。

七 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5028 件，其中：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1908件、食品药品安全领域1785件、国有财产保护领域1077件、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领域 136件、英烈权益保护等领域 122件。通过办案，督促
收回土地出让金 28.7亿元、国有财产权益价值 1.42亿元，推动解决了一
批“垃圾山”“黑水河”“污染矿”等突出问题。

六 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公信
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对该立案而不立案的，督促立案591件；对不该

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570件。纠正漏捕1529人，纠正漏诉1656人。对
侦查机关违法取证、适用强制措施不当等提出书面纠正意见2542件次。
对刑事裁判提出抗诉 398 件。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
3161人次。加强民事和行政诉讼监督。对生效民事行政裁判提出抗诉和
再审检察建议141件。监督纠正虚假诉讼80件，依法办理18件虚构债权
转让纠纷案，发现并移送职务犯罪线索7件。

五 着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挂牌督办重大案件33件，

起诉制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424人。宋某林非法生产、销售
“毒豆芽”9万余斤，衡阳市雁峰区检察院诉请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判令其
支付十倍惩罚性赔偿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罚金18万元、惩罚性
赔偿金80万元。

四 依法保障和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突出保护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起诉哄抢企业财物、

敲诈企业家、干扰企业生产经营等犯罪68人。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起
诉侵害民营企业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犯罪330人。对涉嫌犯罪的
民营企业人员依法不批准逮捕 96人，不起诉 337人。组织开展涉非公经
济案件立案监督等专项工作，监督撤案 152 件。湘潭市检察机关依法监
督公安机关对久侦不结的57件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予以撤案，使
涉案的57家民营企业甩掉了“负罪经营”的包袱。

三 协同推进反腐败斗争
加强与监委的工作衔接，共受理监委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 726 件

849 人，退回补充调查 496 件次，起诉 593 人。依法对魏传忠、赵景文、唐
湘林等 16 名原厅局级以上人员和谭润洪等 78 名原县处级人员提起公
诉。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
的犯罪42人。

二 全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依法批准逮捕涉黑涉恶 4596人，起诉 5383人，不批准逮捕 256人，

不起诉 122人，纠正漏捕 393人，纠正漏诉 398人。指导办理了夏顺安等
11人涉黑案、刘为等 46人涉黑案、岳阳“砂霸”涉黑涉恶案、天心“村霸”
涉恶案等。推动专项斗争向网络空间等新兴领域延伸。“网络大 V”陈杰
人、“网络水军”林东亮等人以网敲诈、以网施“暴”、以网“黑”人，分别被
提起公诉。全力推动“打伞破网”，移送涉嫌“保护伞”问题线索636条，依
法批准逮捕53人，起诉75人，直接立案侦查涉“保护伞”司法工作人员26
人。新晃侗族自治县“操场埋尸案”案发后，直接立案侦查5名司法工作人
员，对10名公职人员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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