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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促进进社社会会发发展展，，推推进进法法治治建建设设
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人大常委会和“两院”工作报告

济宁市十六届人大第三次会
议补选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委
员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
名单

(2014年1月10日济宁市十六
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
会议通过，提交代表酝酿、讨论)

1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候选
人 (1名)

刘绪平
2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

(8名，按姓名笔画为序排列)
冯 冲 李新才 张景玉
陈希忠 周立华 宗义民
骆军(女) 徐建设
3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

人 (1名)
林树果

济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
丁颖请求辞去济宁市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秘书长职务的决定

(2014年1月8日济宁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过)

济宁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决定：

接受丁颖辞去济宁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职务的请求，
并报济宁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三次
会议备案。

济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
张庆建请求辞去济宁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职务的决定

(2014年1月8日济宁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过)

济宁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决定：

接受张庆建辞去济宁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求，并报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山
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

本报济宁1月10日讯(记者
马辉 晋森) 10日下午，济

宁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在声远舞台举行第二
次全体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
会第一副主任陈民作济宁市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勇作济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
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林树果
作济宁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

陈民在报告中说，2013年，
市人大常委会在中共济宁市委
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落实
年、突破年”的总要求，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积极
作为。一年来，共召开常委会会
议8次，开展视察调研、执法检
查41次，作出决议决定14项、审
议意见16项，任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159人次，督办代表议案建
议147件，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
机关的职能作用，有力推进了民
主法制建设和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

陈民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市
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力推动
市委决策落实；把握重点，强化
监督，着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法律，促进公正，着力推进
法治济宁建设；优化服务，搭建
平台，着力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解放思想，转变作风，着力提高

依法履职水平。
陈民说，2014年是济宁站

在新起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
一年，是加快推进科学发展跨
越发展的“提升年、显效年”。做
好今年的人大工作，任务艰巨，
意义重大。市人大常委会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在中共济宁市委的

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五大机
遇”和打造鲁西科学发展高地，
依法履行各项职责，坚定不移
推进改革，解放思想，求真务
实，积极作为，为促进社会主义
民主法制建设、推动实现提前
全面达小康的奋斗目标做出积
极贡献。市人大常委会将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为统领，推动人大工作创新
发展；以推进经济发展社会和
谐为目标，依法行使各项职权；

以拓展平台创新活动为载体，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以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契机，全面加强常委会自身
建设。

大会表决通过了市十六届
人大三次会议选举办法；表决
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补充有关专门委员会人员办
法；表决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名
单。

10日下午，在济宁市十六
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张勇作济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

张勇在报告中说，2013年
全市法院忠实履行法律职责，
扎实做好审判执行工作，共受
理各类案件71489件，收案数
量首次超过7万件，审(执)结
69078件，分别上升11 . 31%和
8 . 79%，标的额62 . 69亿元。其
中，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各类案件14942件，审(执)结
14379件，分别上升31 . 6%和
26 . 7%，标的额21 . 9亿元。

在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
民事审判的作用，共审结一审
民事案件26332件，同比上升
了3 . 06%。妥善审结就业、教
育、医疗、住房和婚姻家庭、劳
动争议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
关的案件18807件。审结农资
及农产品买卖、农村土地承
包、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等涉

及“三农”案件1251件。案件审
理过程中，通过调解、撤诉方
式结案16521件，调解撤诉率
为62 . 74%，努力帮助群众解
脱诉讼困扰。

在服务经济发展方面，加
强商事审判工作，共审结一审
商事案件12119件，同比上升
了10 . 91%，标的额26 . 43亿
元。制定了《服务促进保障民
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微
山、金乡、汶上等法院也专门
出台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司
法服务的措施，对民营企业设
立立案专线，简化诉讼程序，
慎用强制措施，审结涉及买
卖、票据、期货、物流、租赁等
中小企业案件2476件，为加快
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司
法支撑。妥善处理企业破产、
兼并重组、公司清算等案件69
件，有序淘汰落后产能，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

本报记者 庄子帆

10日下午，在济宁市第十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林树果作济宁市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林树果在报告中说，按照
市委“落实年、突破年”的总要
求，围绕服务全民创业、农村
改革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文
化强市建设，出台工作意见
13个，指导全市检察机关正
确把握法律政策，稳妥办理
改革发展中的各类案件，为
全局工作注入法治力量，营
造良好“软环境”。在推动经
济发展方面，依法打击破坏
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起诉
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犯罪
嫌疑人58人。

在维护保障民生方面，坚
持民生优先导向，针对群众反
映强烈的食品安全问题，部署
开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依法起诉非法
制售“毒豆芽”、“毒面筋”、“注

水肉”等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嫌
疑人30人。在征地拆迁、教育
医疗、劳动保障等领域，集中
查办侵害民生的职务犯罪嫌
疑人58人。

为推进平安济宁建设，济
宁市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法院
密切配合，严惩黑恶势力犯
罪、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侵
财犯罪，共批捕刑事犯罪嫌疑
人3188人，提起公诉5830人。
其中，批捕涉黑、涉毒、涉枪犯
罪嫌疑人126人，起诉136人。
探索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
的办案模式，采取品行调查、
分案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方
式，对19名未成年人犯依法作
出妥善处理，帮助其重新回归
社会。

同时，在查办职务犯罪方
面，全年共立查职务犯罪嫌疑
人263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
180人，渎职侵权犯罪83人。

本报记者 汪泷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勇———

收案数量首次超过7万件

济宁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林树果———

批捕刑事犯罪嫌疑人3188人

陈民作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张勇作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林树果作济宁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1月11日
上午9时 举行市政协十

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
议(选举会议)

休会后 举行市政协十
二届三次会议闭幕大会

上午11时 举行市十六
届人大三次会议大会主席团
第三次会议

下午2时 各代表团继续
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市
法院、检察院两院工作报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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