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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2日讯 (记者
柳斌 实习生 谭海青)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二届烟台市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期间，广大政协
委员运用提案履行职责、
建言献策。截至2月11日12

时，提案委员会共收到提
案4 8 6件，经审查立案4 6 5

件，占提案总数的95 . 7%，其
中半数以上关注经济和社
会发展。

据了解，在已立案的
提案中，政协委员提案419

件，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集体提案45件，市政协专门
委员会提案1件。

在已经立案的提案
中，围绕烟台经济和社会
发展方面提出案件254件。
占立案总数的54 . 6%。主要
有：深入实施重大战略，积
极推动东部高技术海洋经
济新区发展；加强保税港

区建设，带动周边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集中集约用
海，为烟台蓝色经济区建
设构筑“蓝色基地”；加大
海洋渔业管理与保护的工
作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中
小企业扶持力度，解决中
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
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
力；大力发展生态果园，保
持苹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加强市区交通管理，扩
大公交车专用道试点范
围，切实解决“停车难”、

“行车难”的问题；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强力推进污
染减排，加强建筑垃圾的
处理和利用；超前谋划邮
轮经济和通用航空产业，
推动服务业跨越发展等。

围绕科技、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等方面提出
提案126件，占立案总数的

27 . 1%。主要有：加大科技投
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
强市战略；强化素质教育，
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加强幼教管理，夯实教育
基础；弘扬文化传统，崇尚
文明风尚，梳理“烟台精
神”；强化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力度，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的身心健康；整合医
疗卫生资源，完善公共卫
生服务体系；实施卫生强
基工程，提高乡镇卫生院
医疗技术水平；加强社区
体育运动设施建设，推进
群众性体育运动开展等。

围绕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事业、改善民生等方
面提出提案85件，占立案总
数的18 . 3%。主要有：加大法
制烟台创建力度，在法制
政府建设中充分发挥律师
作用；稳定和扩大就业，缓
解企业“用工难”问题；完

善社区生活服务配套，加
快家政服务业发展；关注
弱势群体，办好残疾儿童
康复学校；加快发展老龄
事业，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发展慈善事业，公开透明
慈善信息；调整优化住房
供应结构，加快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等。

提案审查委员会对已
立案的提案，将根据提案
涉及的问题，及时送交市
委、市政府、市政协所属有
关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和有关人民
团体，县市区人民政府，以
及中央、省属驻烟单位等90

个承办部门办理。对不立
案的21件提案，将作为委员
来信或其他方式处理。

据介绍，本次大会提
案统计日期截止后收到的
提案，也将及时审查立案，
并送交有关单位办理。

市政协会议已收到提案486件
经审查立案465件，半数以上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

本报2月12日讯 (通讯
员 曲振涛 记者 张琪)

12日上午，烟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代院长尹佐海向大
会作工作报告。尹佐海说，
四年来，全市法院新收各类
案件323489件，办结324650

件，涉案标的额523亿元，其
中市中院新收各类案件

26995件，办结26575件，涉案
标的额117亿元。

尹佐海说，法院密切关
注市委、市政府的各项重大
工作任务和事关全局的大
工程大项目，妥善解决了一
批影响和制约发展的矛盾
纠纷。其中，针对潮水国际
机场建设拆迁工作，法院适

时成立巡回合议庭，及时有
效地解决拆迁中发生的案
件，保障了机场建设的顺利
进行。

全市法院审结买卖等合
同纠纷44352件；审结银行贷
款、民间借贷、保险、担保等
金融纠纷案件39180件。运用
破产、重整、和解等手段，妥
善审理股权纠纷、重组改制
等案件62件，依法引导落后
产能退出市场，帮助有发展
前景的困难企业脱离困境。
加大对知名品牌、驰名商标
以及高新技术的司法保护，
共审结专利、商标、著作权等
案件765件。

尹佐海提到，全市法院
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6071

件，判处犯罪分子19619人，其
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重
刑的占18%。中院审理的王某
等3人持枪抢劫案，该团伙用
残忍的手段致5人死亡，社会

危害极大，法院及时依法审
理，判处3名犯罪分子死刑。

对于极少数乘机牟取
不当利益而拒不搬迁的住
户，法院依法采取强制措
施。如在北马路拓宽改造过
程中，法院圆满执结5起拒
不搬迁案。

全市法院共审结各类一
审民事案件111994件。其中，
妥善审结婚姻家庭、继承、相
邻关系等纠纷案件41215件；
妥善审结劳动争议、工伤保
险等案件13869件。

集中开展反规避执行
专项行动，依法惩处拒不履
行生效裁判的违法行为，对

“老赖”在宣传媒体上分批
进行曝光。

去年全市法院处理违
纪违法人员18人，其中追究
刑事责任3人，调离法院1

人，通报批评14人，确保了
法院队伍的纯洁。

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向人大作工作报告

全市法院新收各类案件32万余件

本报2月12日讯 (记者
张琪 ) “严惩黑恶势力

团伙16个，共立查各类职务
犯罪嫌疑人886人，其中科
级干部148人，县处级干部
38人，厅级干部1人。”12日，
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建新代表市人民检察院
向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报告四年来的工作。

李建新说，坚持把维护
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与公安、
法院密切配合，深化打黑除
恶专项斗争，四年批捕各类

刑事犯罪嫌疑人13256人、起
诉23241人，其中批捕严重刑
事犯罪嫌疑人5545人、起诉
7479人，严惩黑恶势力团伙16

个。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
场经济秩序工作，依法批捕、
起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犯罪592人。

在强化惩治腐败犯罪工
作方面，李建新说，“共立查
各类职务犯罪嫌疑人886人，
法院已判决715人，为国家挽
回经济损失1 . 7亿元。其中贪
污贿赂犯罪680人，渎职侵权
犯罪206人；科级干部148人，
县处级干部38人，厅级干部1

人。”
李建新提到了3件大要

案。这包括，依法查办了山
东华电原副总经理兼百年
电力公司董事长高玉君(副
厅级)等涉嫌贪污、受贿、挪
用公款4000余万元案，青岛
市公安局市北分局原局长

于国铭充当黑社会保护伞
并涉嫌特大受贿案，市轻工
联社原主任王铨禄贪污900

余万元案等大要案。另外，
依法查处工程建设、房地产
开发等领域贿赂犯罪1 3 0

人，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索贿受贿、失职，导致污染
海洋环境、盗采海砂、滥伐
林木、非法采矿等严重破坏
环境资源的职务犯罪75人。

在促进依法行政和管
理方面，依法查处行政执法
人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和
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140人。

李建新在报告中提到，
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
设。坚持从严治检，逢举必
查，以“零容忍”的态度查究
违法违纪和与检察人员身
份严重不符的言行，严肃处
理检察人员5人，其中2人被
追究刑事责任，确保不因监
督不力产生腐败丑闻。

市检察院昨日向人大报告四年来的工作

立查各类职务犯罪嫌疑人886人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张琪) 12日上午，烟台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在市政府
礼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
团常务主席张江汀、刘筱
杰、赵强、张维利、于旭
华、董仁利、葛枫安出席
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
座。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
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良；十一届市委副书记郝
德军；市委常委于爱军、
朱秀香、刘延林、王曰义、
陈小川、蔡国华、李树军、
程德智、刘炳国。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
团常务主席赵强主持了
会议。475名代表出席了会
议，符合法定人数。

与会代表认真听取
了市人大常委会第一副
主任刘筱杰所作的烟台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听取了市
中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
尹佐海所作的烟台市中
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
取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李建新所作的烟台市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刘筱杰的报告从四
个方面总结了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一年来的工
作：一、围绕全市工作大
局，更加积极主动行使法
定职权；二、加大工作推
进力度，努力促进各项工

作深入开展；三、不断加
强代表工作，进一步发挥
好人大代表作用；四、坚
持抓好自身建设，为常委
会履职提供有力保障。

刘 筱 杰 在 报 告 中
说，过去的一年，市人大
常委会在中共烟台市委
的领导下，在全体代表
的支持监督下，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
真履行法定职责，进一
步解放思想、提升境界，
牢牢把握发展主题，强
化服务中心意识，发扬
科学务实作风，加大工
作落实力度，为全市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

刘筱杰在报告中对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任
期四年来的工作进行了
回顾。他表示，四年来常
委会取得的工作成绩和
进步，得益于市委的正确
领导，得益于历届人大常
委会奠定的良好基础，得
益于人民代表的监督支
持和常委会全体组成人
员的共同努力。

会议表决通过了烟
台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
法；表决通过了烟台市第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通过市人大各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
选办法。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
会议列席人员列席了会
议。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张琪) 12日上午，烟台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
席团第二次会议，在市政
府礼堂第一会议室举行。
主席团常务主席张江汀、
刘筱杰、赵强、张维利、于
旭华、董仁利、葛枫安与主
席团其他成员出席了会
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刘筱
杰主持了会议。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晓敏宣读了中共烟台市
委关于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
和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市长、副市长，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人选的推
荐书。会议确定了提交代
表酝酿、讨论的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
长、委员，市长、副市长，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名
单 (草案 )；确定了提交代
表酝酿、讨论的市人大各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
名单 (草案 )；确定了提交
代表酝酿、讨论的总监票
人和监票人名单 (草案 )。
会议通过了关于代表提名
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柳斌) 12日上午，市政

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主席团
召开第二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十二
届市政协主席、副主席、秘
书长和常务委员候选人协
商名单的说明。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十
二届市政协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
员候选人协商名单，决定
提请十二届一次会议酝酿
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会
议选举办法 (草案 )，总监

票 人 和 监 票 人 名 单 ( 草
案)，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政治决议 (草案 )，市政
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关于十
一届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 )，市
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关于
十一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
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草
案)，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十
二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
况的报告 (草案 )，决定将
上述草案提请十二届一次
会议审议。

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主席团
召开第二次会议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二次会议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代院长尹佐海。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建新。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格会场传真


	J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