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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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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在中共湖南省委的
坚强领导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悉心指导
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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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开展“审判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提升
年”活动，推动全省法院各项工作努力走
在全国法院前列。

2019年，是全省法院政治建设全面
加强的一年。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扎
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省法院在部分省直单位主题教育座谈会
上作经验发言，省委主题教育办公室6次
推介省法院做法，涌现出 150 个先进党
支部、1578名优秀共产党员。2019年，是
全省法院各项工作亮点纷呈的一年。审
判管理、司法改革、环资审判、基本解决
执行难等 8项工作在全国法院会议上作
经验介绍。省法院先后获得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全国“七五”普法、涉军停偿
服务先进集体等 7 项全国性荣誉。周强
院长3次、杜家毫书记2次作出批示肯定
湖南法院工作。2019 年，是全省法院审
判质效显著提升的一年。推进执法办案
高效均衡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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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裁判服判息诉率
98.3%，长期未结案件由 4000 余件降至
70 件。2019 年，是全省法院司法作风更
严更实的一年。各级法院忠诚履职、争创
一流，全体干警挥洒汗水、奋力拼搏，法
官人均结案210.9件，同比增加54.3件。

一、加强政治建设，激励干警自觉践
行初心使命。强化政治领导。严格执行重
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全年共向省委报
告重要工作121次，全面实施“基层党组
织组织力提升工程”，培训支部书记和党
务干部 2718 人次，打造过硬战斗堡垒。
加强政治教育。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省法院党组开展理论学习37次，举办
主题教育专题研讨3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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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政
治立场。采取重温入党誓词、升国旗仪式、
法官宪法宣誓等多种形式，教育引导干警
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二、发挥刑事审判职能，推进平安湖
南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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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村
霸”“市霸”“行霸”受到严惩。全国扫黑

办、最高法院先后 11次推介我省法院扫
黑除恶的做法。依法从重从快判处“操场
埋尸案”被告人杜少平死刑。依法严惩黑
恶势力“保护伞”，判处犯罪分子 46 人。
重拳“打财断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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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强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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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原厅级 30
人、处级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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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我省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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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力度，审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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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湖南环保审判三湘行”专

项行动，设立 7 个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
法庭，审结案件 2235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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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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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结案率、实际到位率等主要核心指
标居全国法院前列。加大失信惩戒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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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涉工程机械、涉黑恶犯罪财产刑、涉
民生领域等六项集中执行活动，新华社
推介了湖南法院破解工程机械执行难的
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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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为农民工讨薪活动，出台
打击恶意欠薪的意见，为农民工讨回血汗
钱5.5亿元。维护军人军属权益。畅通涉军
案件“绿色通道”,审结涉军案件380件。

五、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审判体
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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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专业法官会
议制度，推行类案强制检索，出台 31 项
指导意见，统一裁判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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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一审行政案件
集中管辖，指定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等25个
基层法院集中管辖一审行政案件。加快智
慧法院建设。推动现代科技与审判工作深
度融合，方便群众诉讼。加快智能辅助系
统建设，实现类案智能推送、文书自动纠
错、语音同步识别，提升办案质效。

六、坚持严管厚爱，锻造过硬法院铁
军。努力提升司法能力。举办培训班28期，
培训干警 4651 人，锤炼干警政治能力和
业务素质。深入转变司法作风。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委“20条措施”，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台《关于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实施意见》，会
议精简37.8%、文件减少41.3%。坚决惩治
司法腐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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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查处违纪违法干警
135人。激励干警担当作为。坚持党管干部
原则，落实人员分类管理，统筹全省法院法
官等级晋升工作，晋升法官1002名。

七、主动接受监督，汇聚法院发展强

大合力。自觉接受人大监督。高度重视、
逐条梳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落实分级
负责、沟通反馈、动态督查机制，36件省
人大代表建议、270项意见全部办结。开
展人大代表走进法院零距离监督活动，
各 级 人 大 代 表 参 加 法 院 会 议 和 活 动
3767 人次。认真接受民主和诉讼监督。
开展政协委员走进法院活动，18件省政
协提案、95 件委员意见建议全部办结。
积极接受舆论和社会监督。推进阳光司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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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省法院工作的总体思路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全
会部署，严管队伍、深转作风、细办案件，
以开展“审判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巩固年”
活动为抓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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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
确保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坚持服务大局，
切实保障我省“全面小康决胜年”。三是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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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坚持改革创新，
实现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新突破。五是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六是坚持主动接受监
督，不断改进全省法院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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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力做好检察环节
保平安、护稳定工作，为新
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政
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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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融入和服务精准脱贫攻坚战。起诉
破坏扶贫开发秩序、侵吞扶贫资金等犯
罪 266 人。积极投入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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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建立
省检察院对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市级

检察院对所有涉恶案件统一把关制度。
依法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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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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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与监委
的工作衔接，落实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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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诉39人，提出抗诉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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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检察为人民，
以法治的力量守护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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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监督纠正历史形成的涉民营企业产
权案件 8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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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诉率为36.2%,比总体刑事犯罪不诉率
高 13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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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涉案的民营企业
甩掉了“负罪经营”的包袱。

着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认真落
实“四个最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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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林非法生产、销
售“毒豆芽”9万余斤，衡阳市雁峰区检察
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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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
罚金18万元、惩罚性赔偿金80万元。

三、聚焦法律监督主责
主业，依法维护宪法和法律
的统一正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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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已改判、发回重审281件。监
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
3161 人次。依法开展特赦检察同步监
督，出具特赦检察意见126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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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已改判、发回重审、调解、和
解撤诉 68 件。监督纠正虚假诉讼 80 件。
省检察院和衡阳市检察机关运用一体化
办案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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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3人。

四、忠实履行公益保护职责，
捍卫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立案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218件、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4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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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在诉前解决公益侵害问题。树

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理念，通过诉前
发出公告或检察建议，督促有关行政机关
依法履职、主动纠错。向行政机关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3951件并跟踪督促落实。
把提起诉讼做成法治教育公开课。

诉前检察建议不能有效落实，就以诉讼
接力推动问题解决。共提起公益诉讼
129件，法院已判决93件，均支持检察机
关诉讼请求。建立庭审观摩、听庭评议、
专家辅助人出庭等制度。

五、加强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努力为万千家庭的幸福
撑起法治的蓝天

坚决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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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加强履职能力建设，
在找差距、抓落实中守初心、
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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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后省检察院共设置内设机构20个，其
中按照案件类型和业务性质新组建检察

业务机构12个，实行“捕诉一体”工作模
式，形成了“四大检察”新布局。检察人员
分类管理、“权力清单”不断完善，检察官
单独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逐步健全。探
索建立的财物“统分结合”统管模式被最
高人民检察院和财政部推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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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工作打算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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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决战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二、坚持“稳”字当头，着力守护政治
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三、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大
力推动“四大检察”提质增效。

四、坚持在改革中深化、在深化中改
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司法生产力。

五、坚持政治建检、全面从严治检，
努力锻造湖南检察铁军。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摘登）
——2020年1月15日在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田立文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摘登）
——2020年1月15日在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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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爸:
见信如面！
今年春节，女儿原本计划带着孩

子们回湖北老家和你们一起过个团圆
年，现在只能失信了。

大年三十，武汉封城，湖北告急，全
国震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这个怪异名字，通过网络传遍全球。

那天，在距离武汉不到 60公里的
乡镇上，您和妈妈正张罗着一桌丰盛

的年夜饭，等着外公、舅舅，还有我
们，一大家子团聚。一大早，您就接到
我不能回家的电话，一定失望极了吧？
我还要求您立即取消年夜饭，也不要
拜年走亲戚……妈妈跟我说：“没事，
乡里没有病毒。你不要太小题大作
啦！”我态度异常坚决。妈妈又说：“外
公都是八十好几的人了，过一个年就
少一个年，我也没在家陪他几天。一年
到头，他就盼着这顿团圆饭。”我当然
理解。但非常时刻，就要非常应对啊。

挂断电话，我的心还悬在半空中。
中午时分，我突然收到您的微信：“年
饭取消！”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赶紧给妈妈打电话问情况。妈妈说，您

带着几个村干部挨家挨户排查武汉归
乡人员了。

我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
我估计您和村干部都不懂得安全防
护。面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您与武
汉归乡人员接触，有可能被感染。过几
天，就是您六十大寿啊。

我立即给您打电话。您说：“我戴
了你给我买的口罩，放心吧。村里哪户
人家有什么人在武汉，我最熟悉。爸爸
必须去，也懂得防护，没事的！”

我永远忘不了2003年SARS爆发，
正值准备高考，我却突发高烧。您背着
我找医生确诊没有患SARS，才如期参
加了高考。您跟我说：“倩！医生救死扶

伤，抗击SARS是英雄。你也学医吧。”那
年，我填报的所有志愿全是医学。

17年过去了，女儿早已成了一名
白衣战士。病毒肆虐之时，我们必须坚
守在临床第一线。女儿是您的女儿，也
是湖北人民的女儿。我没有告诉您，我
已经申请加入“战‘疫’青年突击队”，待
命驰援。我相信您这位老党员一定会
理解我，也一定会说服妈妈支持我的。

您的女儿：倩
2020年1月28日

(作者：湖南省人民医院麻醉医学
中心 黄倩)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整理）

特殊新年的一封家书

陈惠芳

一场声势浩大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正在进行。又一部人类与瘟疫奋战的历
史正在书写。

谁在书写历史？是亿万民众，是与
病魔抗争、一定要制服病魔的民众，是
顾大局、识大体的民众，是奋战在战

“疫”最前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是“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的各级领
导干部和党员。

在这支队伍中，亦有广大新闻工作
者奋战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投
身战“疫”，亦在书写历史，也将成为历
史的一部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战“疫”成为最重大的任务。在
此生死关头，广大新闻工作者站了出
来，奔了上去，有了担当，有了作为。报
网端微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也没有
少。一篇又一篇新闻报道，真实而理性、
准确而激情地记录了这场战“疫”。铁肩
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新闻湘军”同样

显示了特别能战斗的力量。
战“疫”，是对广大新闻工作者全方

位的历练与考验。践行“四力”，正逢其
时。

践行“脚力”，好新闻永远在基层。
战“疫”第一线，就是生动、形象的“新闻
眼”。

践行“眼力”，在观察、发现、辨别
中增强定力。疫情复杂，需要“慧眼”。不
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是底线。

践行“脑力”，树立问题意识，自觉
服务大局。在大灾大难面前，在大是大

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
践行“笔力”，多写有思想有温度有

品质的作品。在这场战“疫”中，可歌可
泣的故事不断涌现。“舍小家，顾大家”
的感人情节，比比皆是。广大新闻工作
者聚焦于此，是使命使然，是职责使然。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记录者，
将被记录。正在践行“四力”的“新闻湘
军”，传承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
烦、扎硬寨”的精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奉献自己的心血，留下自己的篇
章。

践行“四力”，投身战“疫”湘水余波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孟姣
燕）省文化和旅游厅1月27日、28日连
续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专题调度会，对疫
情防控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要
求全省文化旅游系统做到“四个到位”。

省文化和旅游厅要求，一是督促各
地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把关闭A级景区
和公共文化场馆、暂停旅游企业经营活
动和聚集性文旅活动等措施全面落实

到位。二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重要作
用，把及时发布旅游安全提示、接受会
员企业咨询、采集上报会员企业统计信
息、指导境内外旅行商退团退费等工作
做到位。三是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妥善安
置滞留在湘游客特别是湖北籍游客，确
保妥善安置到位。四是确保宣传报道到
位，组织新闻媒体聚焦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文旅行业涌现的好人好事。

湖南全面关闭A级景区和文化场馆

请战加入疫情防控突击队
1月29日，临武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护人员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请战书上签名，并写下“我请战，和衷共济抗病魔“字样。连日来，该院急
诊科、发热门诊、呼吸科、内科等科室已有210名医护人员主动请战加入疫情防控
突击队，做疫情前沿的逆行者。 陈卫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