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去年年全全市市法法院院审审结结刑刑案案22660033件件
判处罪犯2981人，其中226名罪犯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

审结职务犯罪案183件

判处罪犯204人

记者了解到，一年来，全市
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
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2603件，
判处罪犯2981人。依法严惩危
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
治安的犯罪，审结故意杀人、涉
枪涉爆、黑恶势力等暴力犯罪
案件455件，“两抢一盗”等多发
性犯罪案件527件，对226名罪
犯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
死刑。严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职务犯罪，审结贪污贿赂、滥用
职权等职务犯罪案件183件，判
处罪犯204人。严惩侵害人民群
众财产权益的涉众型经济犯
罪，审结非法集资、传销、电信
诈骗等犯罪案件75件，判处罪
犯112人，涉案金额1 . 9亿元等。

着力服务经济发展，共审
结各类商事案件22753件。积极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审结金融
借款、民间借贷、融资租赁等案
件11536件，涉及金额22 .4亿元，
促进金融市场安全运行。充分发
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
用，增设知识产权审判联络点，
审结侵犯商标权、著作权等案件
290件，严惩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服务绿色发展和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依法审理了全市首例环
境公益诉讼案件，判决向聊城辖
区倾倒污染物的河南某石化公

司赔偿182 . 4万元进行环境修
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收案量创历史新高

一年来，在推进诉讼服务
转型升级上，全市法院深化立
案登记制改革，坚持“有案必
立、有诉必理”，充分保障群众
诉权，当场登记立案率达97%，
全市两级法院收案数量均创历
史新高。健全完善以34处人民
法庭为中心的基层便民服务网
络，在辖区乡镇、村庄普遍建立
法庭工作室、便民联系点。着力
打造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
网、12368热线“三位一体”的综
合性诉讼服务平台。

一年来，全市法院强化群
众合法权益保护，对涉及群众
教育、医疗、消费等方面的纠纷
案件，依法快立、快审、快执，不
断织密民生司法保护网。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对住房、就业的
关切，审结商品房买卖、物业服
务等案件1259件，审结劳动争
议、社会保险等案件1147件。严
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审
结骗取危房改造补助金、冒领
小麦直补款等犯罪案件29件，
判处罪犯36人，确保各项惠民
政策落实到位。

同时，全市法院依托审判
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
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将依法

应当公开的信息全部公开，对
庭审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和直播
录播，累计上网公布生效裁判
文书20 . 5万份，最大限度地将
案件审理过程和结果置于群众
监督之下。去年，全市法院一审
案件服判息诉率为90 . 58%，比
全省平均水平高1 . 2个百分点。

将24423名失信被执行人

纳入最高法院“黑名单”

一年来，全市法院加大强制
执行工作力度。开展“凌晨行动”
257次，出动警力2639人次，司法
拘留561人次，追究刑事责任2案
2人。去年，全市法院共执结案件
28269件，到位标的额84 .1亿元，
同比分别上升9.2%和29.5%。

在推进信用惩戒机制建设
上，通过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为失信被执行人定制“老
赖”专属彩铃，将24423名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纳入最高法院

“黑名单”，对其融资信贷、担任
法定代表人、高消费以及乘坐
飞机、高铁等行为进行限制，推
动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的社会氛围，1024名被执行人
迫于压力主动履行了法律义
务，促进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和经济健康快速流转。

一年来，全市法院切实规
范执行行为，深化网络司法拍
卖改革，通过淘宝网“零佣金”
拍卖执行标的409件，成交金额

9 6 8 1 . 9 万 元 ，平 均 溢 价 率
18 . 4%，为当事人节省拍卖费
用415 . 8万元。开展执行款物检
查“回头看”活动，对执行案款
实行“一案一账户”管理，确保
执行案款尽快兑付，及时实现
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组建344个办案团队

85%的干警配置办案一线

一年来，全市法院按照“让
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
改革目标，在全面完成法官员
额制改革基础上，由独任法官、
合议庭全面行使审判权并对案
件质量终身负责，院庭长不再
对未直接参加审理的案件行使

审批权。在放权的同时，探索建
立新的审判监督管理方式，组
建刑事、民事、商事、行政、执行
等各类专业法官会议，出台加
强审判委员会工作的十条意
见，统一裁判标准尺度，确保案
件质量效果。

全市法院以394名员额法
官为核心，组建了344个办案团
队，将85%的干警配置到办案
一线。将所有院庭长编入办案
团队，规定了院庭长办案指标，
去 年 两 级 法 院 院 庭 长 办 案
3 4 0 1 9 件 ，占 办 案 总 数 的
43 . 3%。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
制度的作用，全市718名人民陪
审员参审一审普通程序案件
7194件，参审率达8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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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怀磊 张超 通讯员 王希玉 杨轲

8日下午，在聊城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黄伟东作工作报告。记者了解到，全全市法院
共新收各类案件79223件，结案78556件，同比分别上升6 . 7%和3 . 8%，其中市法院新收案件7067件，结案6868件，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黄伟东作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聊聊城城去去年年立立查查贪贪污污贿贿赂赂犯犯罪罪114477人人
贪贿案件、渎职案件侦结率分别达100%、96 . 77%

本报记者 张超 李怀磊 李军

在1月8日召开的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钦杰作聊城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过过去一年，全市检
察机关按照“五三三”工作总体思路，各项检察工作实现了持续发展、稳步提升。反腐倡廉实现新突破，法律监督实现现新成效，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

建设“平安聊城”

共批准逮捕1650人

围绕市委“1 + 5”重点工
作，明确了“五个支点、三个
强化、三个倾力”的工作新思
路，强化法律监督，强化“三
项建设”，强化队伍建设。创
新 推 行 检 察 长 预 约 接 访 制
度，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涉检
信访矛盾纠纷排查，约访227
人次，受理群众诉求3260件。
积极参与“平安聊城”建设，
共批准逮捕1306件1650人，
提起公诉2429件3228人；扎
实开展社会治安专项整治暨
打黑除恶专项工作，严厉打
击黑恶霸痞势力犯罪和重大
节会期间寻衅滋事、扰乱社
会秩序犯罪，依法批捕2 3件
34人。

依法打击非法集资、组
织传销、制假售假及侵犯知
识产权等犯罪活动，批捕119
件153人。对89个省市重点项
目实施同步预防，保障了320
亿 元 建 设 资 金 廉 洁 高 效 应
用。坚持依法及时救助，办理
国家司法救助案件198件，善
处理涉企案件，派驻“第一书
记”精准扶贫，落实发展项目
3 8个，帮扶的高新区许营镇
崔庄村实现整体脱贫，荣获

“全省精神文明先进村”。

立查贪污贿赂犯罪

案件113件147人

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查贪污
贿赂犯罪案件113件147人，渎
职侵权犯罪案件31件52人。聚
焦农村危房改造、农村低保资
金监管、环保监管等民生领域
开展专项行动，立查67件81人；
在教育系统相继立查乡镇联校
报账员挪用公款案件16件16
人。坚持专业化预防与社会化
预防相统一，开展警示教育宣
讲85场次，提供行贿犯罪信息
档案查询2 . 1万余人次。深入开
展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
工作，积极推动“百场宣讲进乡
村”活动，实现对“精准扶贫”的

“精准预防”。
认真落实“惩治腐败力度

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
变”的要求，立查贪贿案件、渎
职案件同比分别上升 1 3 %、
15 . 4%，侦结率分别达到100%、
96 . 77%，办案数量稳中有升，
侦结力度不断加大。

在全省率先完成

公益诉讼试点工作

监督侦查机关立案45件，
监督撤销案件32件；深入开展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和危害食品
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监督活动，
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移交刑事案

件14件14人。严格案件审查把
关，追捕追诉256人。莘县、东阿、
高唐县院派驻看守所检察室获
评“全国一级规范化检察室”。

监督民事行政生效裁判
310件，办理审判及执行活动监
督案件105件。督促行政机关依
法履职117件，挽回国家损失
1 . 03亿元，促进了依法行政。全
面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办
理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件66
件，提起民事行政公益诉讼15
件，在全省率先完成试点工作
任务。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实行“捕诉监防帮”一体化的工
作机制，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不捕19件21人，封存犯罪记录
39人次，联合学校、社区设立观
护帮教场所5处。从重从快严厉
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活
动，批捕50件68人，起诉76件
110人。组织开展法治巡讲91场
次，受教育学生6 . 3万余人。

推行“扁平化”

检察权运行新机制

“三项建设”融合发展。司法
规范化建设不断深化，积极开展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回头
看”活动，进一步修订完善规范
化制度130项，持续推进案件质
量评查，办案质量有效提升。基
层基础建设增效升级，深入开展
忠诚型、服务型、公信型、创新

型、智慧型、学习型“六型”基层
检察院建设年活动，3个基层院
被评为全省“六型”建设示范院，
2个基层院被评为文化建设示范
院。全面运行新型办案模式，共
成立办案组75个，办案226件，明
确独任检察官192人，办案10853
件。改革原行政审批模式，推行

“扁平化”检察权运行新机制，批
捕、起诉办案效率分别提升
23 .3%、20 .7%，办案周期明显缩
短，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司法鉴
定综合应用系统”被评为全省检
察技术工作“一院一品”、“十佳”
创新项目第一名。

“三公”经费

同比下降15 . 3%

积极开展“机关党员进社
区”、“1+1”好支部共建等活动，
持续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成果。组织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
培训、岗位练兵36期4520人次，
营造以学习促提升、以竞赛促练
兵的良好氛围。坚持高素质、专
业化人才培养方向，30名检察干
警被评为省市业务标兵、办案能
手。念以新同志获评“群众最喜
爱的检察官”、“全国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
号，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袁
家鹏同志荣获“全国公诉业务标
兵”，市委政法委作出学习决定。
开展纪律作风督察90次，“三公”
经费同比下降15.3%。对临清、阳
谷、东阿、茌平等基层院开展巡
察，实现了巡察全覆盖。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钦杰作聊城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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