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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2020 省两会特别报道

做实“六个实质化”
为治蜀兴川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解读

解读嘉宾

“变”中求进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数说”
两高报告

2019 年全省法院
“年度总结”
严惩涉恐、涉枪、涉爆及故意杀人、强奸、绑架

省人大代表、四川融通清算事务所董事长

官忠全

省人大代表、乐山市容环境卫生公共服务中心柏杨环卫所所长

李 艳

省人大代表、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

曾文忠

省政协委员、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主任

罗 俊

◎四川日报记者 刘春华
2019 年以来，全省法院忠实履行宪
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从服务大局、诉源治
理、诉讼服务中心、执行指挥中心、庭审、
文化建设等 6 个方面，狠抓工作实质化，
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发展。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省法院派出 8.29
万人次干警，
积极参与一线联防联控。

关键词：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报告点击
妥善审理涉民营企业案件 24.12 万
件，涉案金额 1261.91 亿元，当好民营经
济发展“护航员”。严格区分经济违法与
犯罪，依法宣告魏兴华等 6 名民营企业经
营者无罪，
让企业安心谋发展。
解读
官忠全：依法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去
年全省法院做了很多工作。司法治理是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建
立健全一个快速、公正且属于可负担范
围内的司法服务长效机制，是民营经济
发展和投资者最为看重的司法环境要素

之一。建议省法院坚持把服务优化营商
环境、护航民营经济发展融入法院执法
办案全过程，并使之制度化常态化。同
时，探索建立白皮书、建设审判信息公开
平台等制度，将营商环境司法治理工作
情况向社会发布，增强工作透明度和获
得感。
罗俊：魏兴华案无罪判决，是全省法
院系统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
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
的体现，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
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经营过程
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对定罪依据不足
的依法宣告无罪，为企业发展营造安全
氛围，让企业家放心投资放心经营。

关键词：司法保障青少年权益
报告点击
严厉打击校园霸凌、校园贷、校闹等
违法犯罪，
切实维护师生合法权益和正常
教学秩序。文铭伙同他人欺凌在校学生、
强迫幼女卖淫，
被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
解读
曾文忠：
法院严惩校园霸凌、
校园贷等
违法犯罪，
是司法保障青少年权益的有力举
措。
对校园霸凌，
我曾做过专门调研，
社会不
良风气的影响，
学校和家庭对孩子在监管方
面的缺位和疏忽，
都是出现校园霸凌的原
因。
而校园贷的受害学生，
有些确实是因为
生活困难去借款，
有些则是超出自己的消费

能力过度消费去借贷。
建议高校对学生加大
校园贷危害的宣传，
学生要有正确的消费观
念，
如果确实生活困难可以通过助学贷款或
勤工俭学的渠道获得帮助。
罗俊：对于校园欺凌，除依法打击之
外，
家庭、
学校要形成联动机制。
在家里父
母要充分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
学校则要
建立定期家访制度、
畅通揭发欺凌事件的
渠道，重视对学生的仁爱教育。在这个过
程中，人民法院除履行审判职能外，还可
以用生动的司法案例，
对在校学生进行警
示教育。在防范校园贷的危害方面，人民
法院可以同高校建立校园贷危机干预的
联络机制。同时，充分通过个案中的法律
适用和司法裁判态度，
指引人们的行为。

关键词：助推美丽四川建设
报告点击
依法审理环境资源案件 5741 件。与
生态环境厅等单位建立污染环境案件联
席会议制度，泸州等 7 个中院共建沱江流
域审判协作机制，合力筑牢长江、黄河上
游生态屏障。
解读
曾文忠：沱江是长江上游一级支流，
是四川重要河流之一，
也是全省水污染最
为突出的流域，
是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重要组成部分。泸州等 7 个中院共建沱江
流域审判协作机制，
打破了沱江流域法院
的区域壁垒、各自为政的办案格局，形成
沱江流域审执一体化司法大保护的格局。
通过审判协作机制，
将进一步统一环境资
源案件的裁判尺度和裁判标准，
形成区域

一体化环境执法和环境司法体系，
提升沱
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司法保障能力，
实现
对沱江及沿岸生态环境的一体化保护。
罗俊：
联席会议制度和流域审判协作
机制的建立，
能够有效整合有利于环境资源
诉讼案件审理的线索、
证据等诉讼资源，
共
享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信息，
进一步提升办
案质量和效率，
形成齐抓共管的环境司法保
护大格局，
共同保障四川绽放独特的自然生
态之美。
去年全省法院审理235件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
建议进一步加大我省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工作力度，
推进生态损害赔偿诉讼进
程，
推动生态赔偿基金管理。
同时进一步提
升环资类案件的审判水平，
打造一支专业的
环资类案件审判队伍，
积极寻求外部技术专
家的参与和协助。
进一步落实恢复性环境司
法保护理念，
加强审判和执行协同，
确保司
法保护成果有效到位。

关键词：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报告点击
全省法院迅速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
派出干警 8.29 万人次参与卡点值守、
入户
排查、
隔离服务等一线疫情防控工作。
全省
法院妥善审理劳动争议、
融资借贷、
破产重
整等案件2.72万件，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解读
李艳：我来自基层。疫情防控期间，
我身边就有很多法院干警，他们和我们
一起并肩战斗，协助社区管控人员和车
辆、监测体温、办理出入证，在疫情防控
的特殊时期彰显了为民初心。
罗俊：在疫情防控形势最为严峻的

等犯罪，
审理案件 2891 件 3681 人

时期，法院依法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妥善
化解企业因疫情引发的劳动争议，合理
认定疫情防控期间劳动者的报酬待遇，
审慎处理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纠纷，稳定
了企业用工，为保企业、保就业、保稳定
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法院依法审理
融资借贷案件，着力维系中小微企业存
续及发展，在为引导民间资本流向疫情
防控等实体经济或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
企业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裁判、评价、指引
功能。依法审理破产重整案件，清理“僵
尸”企业，盘活原先从事疫情防控物资生
产经营的破产企业，推动有市场潜力的
资不抵债企业重生，以司法力量助力四
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解读

解读嘉宾
省人大代表、四川运逵律师事务所主任

阳运逵

省人大代表、德阳市春香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中心理事长
严惩职务犯罪上，审理案件 844 件 1131 人，

刘春香

省政协委员、甘孜州检察院副检察长

其中原处级以上干部 99 人

杨小莉

省政协委员、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 凊

严惩
“两抢一盗”
、电信诈骗、传销、危害食品药
“六个实质化”如何助推全省高质
量发展？又是如何提升社会诚信度，彰
显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记者邀
请来民营企业、高等院校、律师事务所、
基层单位的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
进行了解读。

读 报 告

品安全等犯罪，
审理案件 1.43 万件 2.03 万人
公正高效审理特赦案件 1300 余件，激励改过
自新，
促进社会稳定
全省审理集资诈骗等犯罪案件 687 件 1600
人、民间借贷等民事案件 12.67 万件，促进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

◎四川日报记者 任鸿
2019年，
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
和职能职责深入调整之年。
省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从围绕中心工作、
更新监督理
念、
推动
“四大检察”
、
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提升队伍素能、
主动检务公开等六个方面

关键词：推动
“四大检察”
报告点击

妥善审理涉民营企业案件 24.12 万件，
涉案金
额 1261.91 亿元，
当好民营经济发展
“护航员”
失信联合惩戒体系进一步完善。2019 年全年
纳入失信名单 12.29 万人，
限制高消费 29.49
万人次，
促使 6.34 万人主动履行债务
全省法院妥善审理劳动争议、融资借贷、破产
重整等案件 2.72 万件，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依法审理环境资源案件 5741 件
加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审判力度，2019 年审
理案件 235 件，强化生态环境修复，判决补栽
补种树苗6.54万株、
增殖放流鱼苗48.58万尾

2019 年全省检察院
“年度总结”
办 理 刑 事 检 察 案 件 166795 件 ，同 比 下 降
3.1%；办理民事检察案件 5112件，同比上升
23.1%；办理行政检察案件 1657 件，同比上
升 41.2%；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9738 件，同比
增加 2.5倍
严防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对
不构成犯罪的经济案件监督公安机关撤案
190件

全力推动
“四大检察”
“十大业务”
全
面协调发展。
办理刑事检察案件 166795
件，同比下降 3.1%；办理民事检察案件
5112 件，
同比上升 23.1%；
办理行政检察
案件1657件，
同比上升41.2%；
办理公益
诉讼案件9738件，
同比增加2.5倍。
解读
杨小莉：去年，检察机关最大的变
化就是进行了内设机构调整，
特别是将
以前的民行检察机构一分为三，
单独设
置了民事、
行政、
公益诉讼检察机构。
这
样的改革为的是推动刑事、
民事、
行政、
公益诉讼
“四大检察”
齐头并进，
在做优
刑事检察的同时，做强民事检察、做实

一案、治理一片”
。对 31268 件刑事案件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批捕黑恶势力犯罪 1120人，起诉 2339人，起
诉黑恶势力“保护伞”42人。对 45起重大涉黑
恶案件挂牌督办

报告点击
邀请 1947 位民营企业家走进检察
机关，面对面倾听、对接企业司法需
求。严格把握逮捕必要性和起诉标准，
对民营企业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
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
用缓刑建议。严防违法动用刑事手段
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对不构成犯罪的
经济案件监督公安机关撤案 190 件。
解读
阳运逵：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报
告中提到，
检察机关主动向民营企业家开
放，
对接其司法需求，
我觉得这体现了检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犯罪
1880人

将贫困户、事实孤儿、残疾人等作为司法救助
重点对象，共救助 1612人，发放救助金 1373
万元

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起诉破坏环境资源
犯罪 1807人

批捕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 1740 人，起诉
2480人

坚持对涉案罪错未成年人宽容不纵容。其中，
对应当依法从严惩戒的，批捕 1115 人，起诉
1896 人。对涉嫌犯罪、无社会危险性的，不批
捕 643人，
不起诉 329人

全省 1612 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或法治
辅导员，联合教育等部门开展法治巡讲 2078
场次

据四川日报

察机关主动发挥检察职能、
服务经济发展
的姿态。
好的营商环境需要市场主体的平
等参与，
需要司法机关对财产权、
人身权
的合法保护。
希望检察机关继续深化
“能
不捕尽可能不捕、
能不诉的不诉”
的办案
理念，
平等保护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李凊：去年，检察机关对涉案民营
企业家实行羁押必要性逐案审查，
严防
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
并集中清理了
涉民营企业
“挂案”
和积案，
这些措施对
保护民营企业来说，
非常实在。
今年，
受
疫情影响，
一些涉企矛盾纠纷凸显，
在服
务大局方面，
希望检察机关能在处理
“疫
后综合症”
、
化解涉疫矛盾纠纷等方面继
续主动作为，
营造和谐有序的营商环境。

关键词：参与社会治理
坚持在监督中办案、在办案中监
督。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
问题，发出各类检察建议 8718 件，努力
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对 31268
件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为更好发挥刑法惩罚与教育功能、化
解矛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节约司法
资源提供可行路径。
解读

坚持打击经济金融犯罪与防范风险并重，起诉

行政检察、
做好公益诉讼检察。
现在，
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和提起
公诉时，
还会深入分析了解案件背后可
能涉及到的民事、
行政和公益诉讼问题
和线索，
通过充分履行
“四大检察”
职能，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保障。
李凊：我注意到，去年的检察工作
中，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案件都
有攀升，这说明检察机关不再只聚焦
刑事检察，而是全方位地履行法律监
督职责，有助于维护公平正义，让群众
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多保障。比如，报告
中提到，检察机关对受理、保全、先予
执行和送达中的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
议同比上升 65.7%，说明检察机关强化
了对民事审判和执行活动的监督，更
好地保障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关键词：保护民营经济

报告点击
发出各类检察建议 8718 件，努力做到“办理

对检察机关的重点工作进行了介绍。
职能职责调整中，检察机关的工
作有哪些变化？这些工作为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法治保障？记
者邀请多位嘉宾进行解读。

杨小莉：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

权与推进社会治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监督力度越大、质效越好，越有
利于法治良序的建立。
主动参与城乡社会治理，
需要我们
检察机关更新监督观念，
不就案办案、
机
械办案。
分析研判检察业务，
针对类案制
发检察建议就是很好的社会治理方式，
其能促进和帮助被建议者更全面准确理
解法律、
履行好法定义务或职责。
刘春香：今年的检察报告中，我注
意到一个比较新的词——
“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我觉得这样的制度很好，
能促进案结事了人和，
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
“一号检察建议”
报告点击
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未成年
人保护的
“一号检察建议”
，
会同省公安
厅等四部门出台预防未成年人遭受侵害
工作的意见，
推动建立性侵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人员从业禁止、
入职查询、
强制报
告等制度，
查访学校、
幼儿园 3352 所，
促
进整改安全隐患 200 个。
全省 1612 名检
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或法治辅导员，
联
合教育等部门开展法治巡讲2078场次。
解读
阳运逵：检察机关常态化开展法
治教育进校园活动，
很有现实意义。
检察机关是司法办案机关，检察
干警可以通过梳理平日办理的刑事案
件来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同
时，教导未成年人依法保护自己免受

犯罪侵害。这种以案说法的方式，更具
教育警示意义，让孩子遵纪守法，从小
树立法治理念。
刘春香：我从事的工作也是关爱
未成年人。通过与留守儿童的接触，我
发现加强防侵害教育和学校的安全监
管，对防止未成年人受侵害十分重要。
检察机关落实“一号检察建议”能督促
教育部门履行好职责，让学校真正成
为孩子们安全的
“港湾”
。
过去一年，
我也积极参与了德阳市
检察机关组织的一些关爱未成年人活
动。
我们中江留守儿童艺术团和检察机
关一起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编排设
计了不同版本的防侵害课间操，
让孩子
们学会保护自己。
希望
“一号检察建议”
继续在四川落地落实，促进完善学校、
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保护格
局，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