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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工作报告 （摘要）
2018 年 ，全 年 新 收 各 类 案 件
27473 件 ，结 案 27263 件（含 旧 存 ，下
同），主要办案质量、效率、效果指标进
一步提升。

坚持忠实履行职能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受理刑事案
件 1084 件 ，审 结 1085 件 ，同 比 下 降
0.2%和 1.6%，
判处罪犯 1760 人。
妥善化解民商事纠纷。受理民商
事案件 15247 件，审结 15050 件。
依法处理行政争议。受理行政诉
讼案件 163 件，
审结 160 件。
全力推进“执行破难”。新收执行
案件 10605 件，执结 10594 件，执行到
位金额 34.1 亿元。

坚持新发展理念
服务保障改革发展大局

纠纷解决理念和分层过滤体系。大力推

真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两个准则”
“四

广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

个条例”，严格落实“两个责任”，全面推

积极践行司法为民。严格落实立

进
“清廉法院”
建设。

案登记制，因地制宜开展多种便民立案

扎扎实实推进司法能力建设。坚

方式。拓展诉讼服务中心功能。坚持

持需求导向加强教育培训。注重法学

涉民生案件
“绿色通道”
。

理论调研。

坚持改革创新
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扎实推进审
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
加快内设机构改革。
深入推进诉讼制度改革。全面开
展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法庭调查
等“三项规程”，制定民商事案件繁简分
流操作规程。

乡村振兴
顾晓萍代表：2018 年借“五
星达标、3A 争创”契机，柯桥区

自觉接受人大及社会各界监督。主

美丽乡村奔向了美丽、和谐和文

动联系走访人大代表。自觉接受政协民

明，唱响了振兴乡村的协奏曲。但

主监督。依法接受检察监督。广泛接受

在建设中也发现创建受益成果还只

社会监督。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

有部分村庄，一些村庄农民住房困

2019 年工作安排
一是在保障高质量发展上谋新篇。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

持续强化司法公开。深化“互联

二是在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上

网+审判”
，
健全司法公开机制，
充分利用

谋新篇。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推

“两微一网一热线”
法治宣传平台。

融媒访谈

难也亟待解决，美丽乡村经济还缺
乏相关包装策划，
建议政府加强
“五
星、3A”创建之后的长效管理，帮助
景区村做好招商引资，促进旅游业
发展，帮助薄弱村解决农村住房困
难，
使乡村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陈丹梅）

进司法便民利民举措创新。

全力优化审判质效管理。坚持开

三是在完善执行长效机制上谋新

宋建华代表：发展壮大农村集

展审判态势运行通报分析，强化均衡结

篇。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坚持问题导

体经济是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

助力经济转型升级。服务供给侧

案理念，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

向，
牢固树立审、执并重理念。

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加强破产审判，健

率先开展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工作。

全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
服务经济创新发展。加大对民营
企业依法、平等保护。服务全面开放新
格局，组建全市首支外籍调解员队伍。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深化发展“枫桥经验”。推动形成
“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矛盾

坚持全面从严治院
打造一流法院队伍
毫不动摇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四是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上谋新

必由之路。近年来，柯桥、华舍、

篇。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统

柯岩、齐贤等通过拆迁，村民变市

筹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

民，为城市化推进作出了贡献。但

改革，
加快
“智慧法院”
建设。

原先这些村依靠村级集体土地、资

五是在建设过硬法院队伍上谋新

产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模式也随之

加强法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实施

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党

消失，如何探索新载体壮大村级集

组织力提升工程。

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
坚持从严治警，

体经济成为当地村民的关注焦点。

打造一支忠诚、
干净、
担当的法院队伍。

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保障土地

持之以恒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认

等要素，因地制宜探索几个村联合
投资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模式，让
这些拆迁的村民享受城市化红利。

检察院工作报告 （摘要）
2018 年，我院紧紧围绕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忠诚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职责，强化法律监督，深化改
革创新，推进队伍建设，各项检察工
作取得新的成效。

围绕中心履职尽责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围绕深化改革创新
着力优化检察权运行机制
统筹推进检察环节各项改革。深化
司法责任制改革。修订完善司法档案管
理、案件质量监督评查、绩效考核等配
套制度。严厉打击和惩办腐败犯罪。
成立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

动，专题向区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

（本报记者 陈丹梅）

招才引智
蒋建英委员：在如何引进人

向区政协主席会议通报司法改革工作

才、引进哪些行业人才以及相应的

情况，向区委统战部通报重点检察工

人才政策等方面，区政府做了相当

作情况，定期向区人大常委会报送重

多的工作，为我区发展注入了新鲜

要法律监督文书。

活力，但同时，我们也该考虑如何

2019 年，重点做好以下五
个方面工作：

培养更多本地区优秀人才以及如何
留住这些人才。一方面要继续巩固
好教育优势，加大投入教育专项资

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坚决防

心。在全国率先成立公益损害与诉讼

一、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确保

金，以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另一方

控互联网金融风险。深化服务非公经

违法举报中心。建成 12309 检察服务

检察工作正确方向。坚持讲政治与强

面，我们要做好大城市发展的方方面

济工作。服务美丽柯桥建设。

中心大厅。拓宽举报线索来源渠道。

业务两手抓。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

面，宣传好相关人才政策，吸引柯桥

强化举报线索审查办理。

矩，引导干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在外优秀人才回乡就业创业。

扎实推进平安柯桥建设。依法履
行检察职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全面推进公益诉讼工作。全面深

坚定“四个自信”
。

（本报记者 王吉奇）

创新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加强

化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主动

二、坚持同频共振顾大局，把握

办案释法说理。深化探索律师参与化解

向人大报告工作开展情况，推动区府

检察事业时代坐标。聚焦区委区政府

周李钧委员：当前我国高技能

矛盾纠纷机制。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办出台 《关于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

中心工作，把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与

人才培养规模逐步扩大，高端引领

公益诉讼工作的若干意见》。

化解风险、促进发展统筹起来。

作用凸显。目前我区既无高职院

围绕强化监督主业
维护司法公正高效权威
强化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

围绕检察队伍建设
提高依法履职能力水平

三、
坚持强化监督谋发展，
切实维护

校，也无技师学院。因此，筹建一

司法公平正义。进一步推进以办案为中

所高质量高规格的技工类院校已经

心的法律监督工作；深入推进民事行政

迫在眉睫。应尽快筹备申报工作，

检察监督；
加强未成年人检察监督。

升格成功后，要加大高级技工学校

健全侦查瑕疵行为登记制度。充分履

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转变作风。

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刑事侦查活动

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

监督。充分发挥审前过滤作用，严把

严格落实向党委报告重大事项制度和

提升司法办案质效。深化司法体制综

在专业设置上要以本地经济需求为

事实关、证据关，严防冤错案件。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合配套改革。深化公益诉讼改革。深

导向，结合本区职校现有优势专

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业，多开设较高层次的符合本地经

革。加强智慧检务建设。

济产业要求的特色专业。要着力培

强化刑事审判和执行监督。加强

强化专业素能，加快人才培养。分

审判监督。落实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

层分类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明

审判委员会制度。加强执行监督。

确检察工作新方向。强化检校合作，开

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着力构
建多元化民事检察监督新格局。强化
民事虚假诉讼监督。

展定向业务培训。
自觉接受监督，促进规范履职。
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检察开放日活

四、坚持锲而不舍抓改革，着力

五、坚持从严治检不松懈，全面
强化检察队伍建设。认真贯彻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作
风建设。推进队伍专业化建设。

投入，加快技师学院的筹建速度。

养高水平的优秀师资团队。
（本报记者 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