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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院院同同时时提提出出严严打打行行贿贿犯犯罪罪
20名行贿人员去年被绳之以法

在惩治防范贪污、受贿
等职务犯罪的同时，聊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黄伟东、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学
军在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工
作报告时，不约而同地提出
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
力度。去年，20名拉拢腐蚀
国家工作人员、谋取不正当
利益的行贿人被绳之以法。

非法集资传销

215人获罪

查处161件

各类职务犯罪案

黄伟东作的《聊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去

年共审结贪污、受贿等职务犯
罪案件161件，以受贿、挪用公
款罪判处原莘县县委常委、副
县长石汝强有期徒刑十五年。

“坚持有案必办、有腐必
惩，‘老虎’、‘苍蝇’一起打，依
法立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1
件225人，其中贪污贿赂案件
119件165人，大案80件105人；
渎职侵权案件42件60人，大案
率100%，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
经济损失1 .1亿元。”王学军在
作报告时表示，集中查办上级
交办的大要案8件8人，立查烟
台市原副市长王国群受贿439
万元特大案侦查终结并提起公
诉，立查中石化系统4名领导干
部受贿窝案，其中3人被判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查办了茌平
县原政协副主席王彪贪污、受
贿、挪用公款案，莘县民政局原
局长张朝彦受贿、贪污案，高唐
县发展和改革局原局长刘景彦

贪污案等一批大案。
加强追逃工作，全力缉捕

在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加大
惩治司法腐败力度，立查徇私
舞弊、以案谋私等职务犯罪3
件5人。

行贿谋取利益

20人被追刑责

在两院的报告中，还不约
而同地提出了加大对行贿犯罪
的打击力度。黄伟东在报告中
介绍说，去年法院共审结行贿
案件11件，依法对20名行贿人
员追究了刑事责任，促进了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
深入开展。《聊城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中也显示，市检
察院重视查办行贿犯罪，将20
名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行贿人绳之

以法。
王学军在报告中还表示，

严肃查办“小官大贪”职务犯
罪，围绕党委政府关注和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部署开
展涉农资金、财政管理、广电系
统等五个领域的专项侦查行
动，依法立查发生在群众身边、
损害群众权益的案件60件85
人，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针对虚报冒领、侵吞截留
征地拆迁补偿、新农合资金等
问题，立查案件15件25人，追
回专项资金120万元；针对基
层财政资金拨付量大、监管不
力等问题，立查贪贿案件15件
18人，有效规范了财政资金的
管理；针对广电领域乱收费、
拿回扣等问题，立查贪贿案件5
件6人；针对畜牧、林业补贴管
理发放不到位等问题，立查渎
职案件 22件 29人，涉案金额
20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凌文秀 相关新闻

去年，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
判惩治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共审
结各类刑事案件2215件，判处罪
犯2798人，有力推进了平安聊城
建设。积极参与“打黑除恶、打霸
治痞”专项斗争，对故意杀人、抢
劫、绑架、强奸、涉黑等严重危害
社会治安的犯罪，始终保持高压
严打态势，对275名罪犯判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
刑。

审结非法集资、传销等破坏
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141件，
判处罪犯215人，特别是妥善处理
了涉案金额高达37亿元的刘迪非
法吸收存款案，涉及20多个省、9

万多受害人的贺淑芹、王宗军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依法整顿和
规范了市场经济秩序。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
保护，对34名拐卖、性侵未成年人
的罪犯依法予以严惩，落实前科
封存、社区矫正、回访帮教、心理
干预等制度措施，帮助失足未成
年人重新融入社会。

审结各类商事

案件两万余件

去年，全市法院充分发挥商
事审判调节经济关系的作用，继
续深入开展以“百千万”工程企
业为对象的大走访、大调研、大
服务活动，在信发、祥光、中通、
鲁西等重点企业设立联系点，共
审结各类商事案件22520件，结
案标的额37 . 7亿元。

坚持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
审结买卖、物流、加工承揽等合
同纠纷6787件，维护公平竞争、
诚信交易的市场环境。依法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审结金融借
款、民间借贷等案件10499件，保
护合法借贷行为，制裁高息借贷
行为，维护了金融安全和金融秩
序。

注重对破产企业职工和债
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审结股权
转让、企业破产案件5件，在各相
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下，妥善安置
职工2794人，化解企业债务2 . 4亿
元，推动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
争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审结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
产权案件224件，严厉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的不法行为，依法保护全市企业
的驰名商标和核心技术。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凌文秀

本报聊城3月1日讯
(记者 张跃峰 凌文秀)

聊城市“两会”期间，一
个特殊的“工作团队”引起
人们的注意，市纪委专门
围绕两会设立了监督检查
组，负责对市“两会”会风
会纪实施全程监督检查。

“两会”代表、委员房
间是否摆放鲜花；是否自
行提高食宿标准；是否存
在吃请和请吃现象；是否
相互赠送纪念品、土特产、
代金券和购物卡；是否参
与高消费娱乐活动……这
一系列关乎会风会纪的

“小节”都是监督检查的内

容。据介绍，这次监督检查
的重点是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执行廉洁自律规
定情况，特别是公款吃喝、
公款送礼问题，将作为此
次监督检查的重中之重。

为严肃会风会纪，聊
城专门印发《关于领导带
头以上率下严肃市“两会”
会风会纪的通知》，突出强
调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干
部尤其是市级领导干部要
认真遵守会议各项要求，
既要当好会议组织者，更
要当好会风会纪带头人。
同时，还对会议驻地不开
放娱乐设施、不安排文艺

演出；简化会场布置；精简
会议文件发放范围和数量
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会
议组织套上了“紧箍咒”。

会议前夕，市纪委公
开了市“两会”会风会纪
投 诉 举 报 电 话 0 6 3 5 -
12388。会议期间，市纪委
开展明察暗访，对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
的，一律实行“零容忍”，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
报曝光一起，在严肃追究
直接责任人员的同时，追
究各代表团负责同志的
领导责任和监督检查人员
的监督责任。

两两会会期期间间市市纪纪委委设设立立
监监督督检检查查组组
负责对会风会纪实施全程监督检查

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当事事人人足足不不出出户户
就就能能参参与与诉诉讼讼

市人民检察院———

坚坚持持惩惩治治犯犯罪罪
与与保保障障人人权权并并重重

本报聊城3月1日讯 (记者
张跃峰 凌文秀 通讯员

王希玉 杨轲) 在2月28日下
午举行的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聊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黄伟东作了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全市法院去年共受理各类
案件59526件，办结56123件，结
案标的额70.8亿元，其中，市法
院受理案件4842件，办结4588
件，结案标的额33.4亿元。

黄伟东说，依法保障广大
群众民生权益，畅通涉民生案

件“绿色通道”，依托各类专业
化合议庭，对涉及群众生活、就
业、住房、消费、教育、医疗等民
生权益的4786件案件，实行优
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

黄伟东说，不断完善便民
诉讼服务机制，深化诉讼服务
中心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当
事人提供立案审查、诉讼指导、
风险提示、信息查询等“一站
式”诉讼服务。依托信息技术手
段，全面推行远程立案、远程接
访、远程提讯、远程拍卖等做
法，使当事人足不出户就能参
与诉讼活动。加大司法救助力
度，为困难当事人减缓免诉讼
费141 .8万元，向符合条件的刑
事被害人、特困申请人、涉案未
成年人发放救助金34.1万元。

市法院成立了涉诉信访服
务中心，接待群众来信来访
1388人(件)次，切实做到了件件
有登记、事事有答复。健全完善
人民法庭、法庭工作室、便民联
系点、联络员“四位一体”的服
务网络，在全市新建、改扩建了
34处人民法庭，在乡镇、村庄设
立了74个法庭工作室、1195个
便民联系点，聘请了1134名联
络员，形成了“一小时司法服务
圈”。大力推广简易程序、巡回
审判等便民措施，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案件10328件，开展巡回
审判454次。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黄伟
东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本报聊城3月1日讯 (记者
张跃峰 凌文秀 通讯员

付树文 周达) 在2月28日下
午举行的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王学军作了《聊
城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王学军说，坚持惩治犯罪
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
程序公正并重，监督立案130
人，追捕追诉305人，其中61人
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对
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
抗诉12件。探索由个案监督向

专项监督转变，开展刑拘未报
捕案件专项监督，监督撤案80
件；开展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
专项监督，纠正降格处理、超职
权立案等问题71个；开展以纠
正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为重点
的专项监督，坚决纠正适用强
制措施不当、违法取证等问题。
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排除
非法证据37份，因事实证据存
疑撤案、不捕不诉227人。

注重保障被羁押人员合法
权益，监督纠正刑罚执行和监
管活动中的违法情形109件次。
完善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
制，逐人清查职务犯罪、金融犯
罪等罪犯的服刑情况，监督纠
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
当15人，依法建议将4人收监执
行。大力加强羁押期限监督，维
护了正常监管秩序和在押人员
合法权益，全市连续14年无超
期羁押。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
督，纠正脱管漏管105人，促进
了社区服刑人员教育转化。

认真贯彻执行修改后的民
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依法提
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35件，
已获改判26件，维护了司法公
正。针对审判和执行活动中的
违法情形，提出纠正违法检察
建议97件，其中91件得到整改
落实，有力地促进了严格公正
司法。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学
军作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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