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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报告出炉，去年立案侦查41名“大老虎”

今今年年严严查查扶扶贫贫领领域域职职务务犯犯罪罪

本报特派记者 周国芳 陈玮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游客，对
我们在厕所上的问题意见最大。”13

日上午，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
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就此前发起
的“厕所革命”作出回应。他表示，去
年全国新改扩建厕所2 . 2万个，今年
会超过2 . 5万个。

李金早介绍，厕所问题尽管很
小，但关系到每一位公民、每一位游
客。厕所的供给不足，品质不高，是
我国旅游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

现在，我国进入了大众旅游时
代，而且是以自助游为主，以前的模
式已经不适应新的要求，“我们必须
过渡到全域旅游的模式。所谓全域旅
游，就是要注重区域整体协调的发
展，要改变景区景点内外两重天的局
面。”李金早表示，未来的“厕所革命”
不仅要建在景区景点，还要建在景区
之外、旅游沿线，不仅在城市推进，还
要在农村推进，深入全国城乡。

3月13日，全国人大代表、央行
副行长陈雨露透露，1元硬币化并不
仅在山东省实施，而是全国性的统
一安排，将逐步在各地推广。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发布消息称，今年将推广“1元硬币
化工程“。自2016年1月1日起，率先
在山东省内青岛、枣庄、济宁、临沂、
日照5个城市进行试点，停止向商业
银行投放1元券纸币，转由硬币替
代。

陈雨露表示，这并不是山东省
单独的举措，而是全国性的统一安
排。“先在一些地方试点，然后逐步
推广。”他说，目前推广还没有时间
表，会根据试点情况进行。1元钱硬
币化主要是考虑使用便利性。

据新京报

本报特派记者 周国芳 陈玮

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的报告中，列出了12大典型案
件。其中就包括发生在济南的

“彩石山庄项目案”和全国首例
姓名权行政诉讼案———“北雁
云依案”。

对于妥善处理涉众型房地
产纠纷的“彩石山庄项目案”。
周强说，山东省济南市法院依
法稳妥处置“彩石山庄项目
案”，维护了2000多名购房户的
合法权益，有效盘活了资产。

2006年，山东三联集团有

限公司等开发建设济南市彩石
山庄房地产，预售房产2146套。
后因资金链断裂，仅有405套房
屋建成，购房者面临巨大损失。
在山东省和济南市支持下，济
南市中院确定依法处置原则。
为减轻房屋买受人的诉累，该
院灵活运用人民调解和司法确
认程序，在4个月内促使2087套
房屋买受人与三联集团等达成
人民调解协议并经司法确认，
发放执行款14 . 27亿元，化解了
这起涉及人数众多、标的额巨
大、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

审议两高报告时，全国人

大代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白泉民表示，从去年山东
的情况看，净收案件增长20万
件，结案净增23 . 5万，结案数
首次大于收案数。其中，济南市
中院办理的“三联彩石山庄项
目案”，是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和支持下，济南法院认真落实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采取

“人民调解+司法”等方式，依
法妥善办理，实现了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周强还提到了全国首例姓
名权行政案件。山东省济南市
民吕某和张某自创“北雁”为姓

氏，拟为新生女儿起名“北雁云
依”，在办理户口时，派出所以
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拒绝登
记，吕某遂以被监护人的名义
向济南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
院审理认为，根据全国人大常
委会立法解释，除法定情形外，
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
姓。本案原告的父母为原告在
父姓和母姓之外取名，不符合
法定情形，遂判决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报告认为，该案的裁
判，明确了姓名权的行使应符
合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维护
了中华民族姓氏文化传统。

审议两高报告时，不少代表
委员还发现，“环境犯罪”被一再
提及，并占据大量篇幅。从严惩
治污染环境犯罪，审结污染环
境、破坏资源等犯罪案件1 . 9万
件，同比上升18.8%；起诉污染环
境、非法采矿、到法兰阀林木等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27101人。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琴岛
律师事务所主任杨伟程表示，
这体现最高法和最高检主动适
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绿色理念
是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对于环
境犯罪的严惩和专项立案监
督，体现出国家的发展需要和
人民的诉求。”

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
容，公益诉讼一直成为大众关

注的焦点。自去年7月起，以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
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
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为重点，在
13个省份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
点，对325件案件启动诉前程
序。山东、江苏、广东等地检察
机关已提起公益诉讼12件。相
关行政机关已履行职责或纠正
违法224件，相关社会组织提起
公益诉讼6件。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检
察院检察长吴鹏飞表示，作为
全国13个试点省份之一，山东
在烟台、青岛、德州等6市进行
了试点，并呈报高检院批准，提
起了全国首例公益诉讼案件，
开启了全国公益诉讼之先河。

13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分别作工作报告。过去一年，打了多少大老虎？又为多少人平反？作为司法改
革中的公益诉讼进展如何？未来在反腐领域又将有怎样的期待？两份报告分别作了介绍。

本报特派记者 陈玮 周国芳 3月13日发自北京

梳理两高报告，纠正“陈满
案”等冤错案件成为其中的共
同内容。在谈及“陈夏影绑架
案”“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等
一批重大冤错案件时，周强表
示要深刻汲取教训，健全冤错
案件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在提到冤错案件时，曹建
明表示，检察机关勇于自我纠
错，对从当事人申诉或办案中
发现的“陈满故意杀人、放火
案”“钱仁风投放危险物质案”

“许金龙等4人抢劫案”等冤错
案件，分别提出抗诉或再审检

察建议，人民法院已依法再审
改判无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
任、新闻办主任兼新闻发言人
王松苗表示，“陈满案”是非常
典型的一个案件，这是最高检
首次向最高法提出抗诉的刑事
申诉案件，也是最高检首次对
原判有罪的案件抗诉无罪。最
终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抗诉意
见。“冤错案件虽然是极少数，
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
毁上百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
法治信仰。”

在反腐方面，周强表示
2015年各级法院严惩贪污贿赂
犯罪。审结周永康受贿、滥用职
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彰显
党和国家从严惩治腐败的坚强
决心。审结蒋洁敏等１５起重大
职务犯罪案件，对腐败犯罪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

曹建明表示，全国检察机
关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
40834件54249人。其中，突出查
办大案要案。查办贪污贿赂、挪
用公款100万元以上案件4490
件，同比上升22 . 5%；查办涉嫌
犯罪的原县处级以上干部4568
人，同比上升13%，其中原厅局

级以上769人。依法对令计划、
苏荣、白恩培、朱明国、周本顺、
杨栋梁、何家成等41名原省部
级以上干部立案侦查，对周永
康、蒋洁敏、李崇禧、李东生、申
维辰等22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
提起公诉。

打老虎的同时，“蝇贪”也
没有放过。除了回顾去年的工
作，对于今年，曹建明在报告中
提到严肃查办、积极预防发生
在基层尤其是“三农”领域的职
务犯罪，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
开展为期五年的集中整治和加
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
工作。

纠正“陈满案”，深刻汲取教训

对12名“大老虎”直接点名

环境犯罪、公益诉讼成重点

彩彩石石山山庄庄案案成成报报告告典典型型案案例例
发生在济南的“北雁云依案”也出现在最高法报告

本报特派记者 周国芳 陈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
巨灾保险制度。13日，保监会主席项
俊波表示，保监会将会同有关部门，
在巨灾立法、扩大试点、基础建设等
方面加大力度，今年推进巨灾保险
制度全面落地。

巨灾保险进展如何？项俊波介
绍，目前《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
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已获国务院
批准实施，为下一步巨灾救助奠定
基础。

此外，针对公众关注的“社会资
本进入保险业”情况，项俊波作出回
应，目前有200家公司到保监会排队
申请保险牌照，表明社会资本对保
险业的前景充满信心。保监会会坚
持“保险核心要姓保”，在依法合规、
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和鼓励各
类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投资保险
业，不断发展壮大保险业。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

今年加快推进

巨灾保险落地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

今年新改扩建

景区厕所2 . 5万个

1元硬币化

逐步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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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
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 . 4万件

共4 . 9万人

其中原厅局级以上134人,审结蒋洁敏等15起重

大职务犯罪案件

最高检

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近

4 . 1万件

共4 . 5万人

其中原省部级以上干部达41人，其中原厅局级

以上769人。依法对令计划、苏荣、白恩培、朱明国、

周本顺、杨栋梁、何家成等41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立

案侦查，对周永康、蒋洁敏、李崇禧、李东生、申维辰

等22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

最高法

加大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力度，健全反家暴联动机
制，对妇女儿童遭受的暴力、虐待、性侵害行为，坚决
依法严惩。各级法院审结拐卖、性侵妇女儿童等犯罪

案件5446件。依法惩治校园暴力，维护校园安全。

依法打击网上造谣、赌博、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
净化网络空间。严惩利用网络泄露个人信息、非法买
卖信息、生产销售伪基站等犯罪行为，维护个人信息
安全。各级法院审结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寻衅滋事

等犯罪案件6221件。

最高检

督促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46
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877件。起诉福喜公司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案、王少宝等44人销售假药案等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13240人。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起诉严重侵害妇女人身权益

的犯罪24219人。落实反家庭暴力法,会同其他政法机

关制定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对1381名
实施暴力危害社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向
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

治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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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
严惩危害国家安

全、暴力恐怖犯罪。各
级法院审结危害国家
安全、暴力恐怖犯罪案

件1084件，判处罪犯

1419人。审结杀人、抢

劫、放火等犯罪案件

26 . 2万件。

最高检

深入开展严打
暴恐活动、打黑除恶
等专项工作。起诉故
意杀人、抢劫、绑架、

放火等犯罪73792
人；起诉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2027人。

数读两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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