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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报告 图解
1月28日上午，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报

告法院工作。报告通过一组组数字、一个个实例诠释了全省法院一年来司法为

民、务实发展的生动实践。

2015年河南法院做了什么 2015年河南检察院做了什么

我省法院在全国率先实现行政案件全部异地管辖，老百
姓胜诉率 27.8%，比原来提高了 17.6 个百分点，“信访不信法”
局面初步扭转。

大力推行院长带头办案，资深法官走到审判一线，带头办
大案、办难案。目前全省 1073 名院长、副院长拿起法槌，审理
案件 1.7 万件，实现了资深法官的角色回归。探索完善人民陪
审员制度，安阳中院等 5 家法院被确定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
革试点单位。全省人民陪审员数量由 7108 人增加到 3.2 万
人，参审案件 23.7 万件，法院裁判更合法理民意。

积极践行阳光司法。经过 7 年持续努力，法院裁判文书
上网、庭审网络视频直播和“豫法阳光”微博、微信、APP 客户
端已成我省司法公开三大品牌。目前，上网法律文书达 185
万余份，直播案件 13 万余场次，微博粉丝量、直播案件量均居
全国高级法院第一。建成信息集控中心，案件进行到哪个环
节，当事人轻点鼠标就可知晓。③11 （本报记者 谢建晓）

1月28日上午，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蔡宁向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工作报

告。报告详述了一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坚持遵循规律、理性司法、务实发展，自觉运

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司法办案，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取得的新成效、新发展。

法院收案量首次超百万
2015 年，全省法院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全年受

理 各 类 案 件 106.7 万 件 ，审 执 结 90.9 万 件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31.2%、34.1%，收案数首破百万大关，结案数再创历史新高。
审结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 1980 件，判处犯罪分子 2934
人，其中厅级以上 21 人，处级 160 人，科级及以下 2753 人。

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敞开大门受理案件。凡符合法律
规定的起诉，当场登记立案。立案登记制以来，全省法院新收
各类案件 62 万余件，真正使老百姓告状有门。

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全省法院服务经济新常态，在全省 180 个产业集聚区设
立巡回法庭，成立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法院，实行定点
联系、定期走访；协助政府做好人员安置、债权债务清理等工
作。服务开放带动战略，依法护航我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战略布局。

法院携手 21 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开通网络执行查控系
统，法官轻点鼠标，被执行人存款就能查得到、冻得住。强化
信用惩戒，将“老赖”纳入全国法院失信“黑名单”，在乘坐飞机
高铁、高消费、贷款、招投标、出境等方面予以限制。

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办好

全省法院开展第七次欠薪案件集中办理活动，并把保护
“三留守人员”合法权益、打击坑农害农行为一并部署，为务工
人员提供全面的司法服务。三级法院院长靠前指挥、亲自办
案，广大法官深入工地、企业调查取证、就地审理，为 3 万余人
追回劳动报酬 10.4 亿元。

持续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3700 余名法官走进中小学
校，举办法制讲座 2100 余场，从小培养孩子们的法治意识、安
全意识。严厉打击拐卖儿童和收买被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
数百名失散儿童重回父母怀抱。

注重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三级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建
立诉调对接窗口，组织社会法官、人民调解员、行业调解员诉
前化解各类矛盾 3.9 万余件。发挥特色社会法庭优势，调处特
定类型纠纷 1.4 万余件。

加大司法创新力度

工作
亮点

2016年全省法院重点工作

依法审理好最高法院指定的云南原
省委书记白恩培，天津原政协副主席、公
安局局长武长顺等省部级领导干部职务
犯罪案件，以及我省查办的重大贪腐案件

作为全国第三批司改试点省份，指导
许昌、安阳两地法院先行先试，为全省铺
开打牢基础

认真执行防止领导干部和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规过问案
件“两个规定”，插手、干预办案
的记录在案，做到全程留痕、追
责有据

6启动“互联网+司法便民”行动，拓
展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12368诉讼服
务热线、手机短信微信等平台功能，年底
前实现网上立案、网上办案和案件流程
信息自动推送

建好用好包公司法文化博
物馆，组建普法讲师团，持续开
展送法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
进村庄活动

推动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
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让雾霾制
造者、水流污染者受到严惩，消
除群众“心肺之患”

5

1

2

3

4

2016年全省检察院重点工作

注重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
法权益，注重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注重依法处理非法集资等涉众
型犯罪，注重依法打击破坏生态环
境资源犯罪，注重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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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重点查
办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
职务犯罪，突出查办权力集中、资金
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岗位的案件，
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犯罪查处力度，
积极推进追逃追赃工作

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治本，
更加注重刑事处罚与党纪政纪处分
的衔接，推动形成多层次的责任处理
机制

继续开展送法“五进”活动，健全
检察机关化解和预防社会矛盾机制，
积极推进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
涉诉信访案件工作

积极推动、指导安阳、许昌2个
市检察院、4个基层检察院做好司法
责任制、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检察官
员额制等改革试点工作

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改革，加强和改进侦查、批捕、起诉
等工作

大力推进“互联网+检察”行动
计划，着力打造“智慧检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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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服务全省发展大局
服务大局是检察工作的重大使命。全省检察机关主动适应

新常态，部署开展服务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产业集聚区
专项活动，助推企业爬坡过坎和经济转型升级。依法严惩严重
危害经济发展的职务犯罪，组织开展查办房地产领域职务犯罪
专项查案工作，组织开展非法集资案件专题调研，出台服务经济
发展工作意见。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法”衔接，监督行
政执法机关依法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部署开展送法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进社区、进机关“五
进”活动，348 万多人次受到法治教育。公开承诺办好爱民实践
服务九件实事，努力使法律监督工作更贴近群众。监督和促进
加强环保执法，治理大气污染，呵护碧水蓝天。

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平安是人民幸福的保障。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共批准

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4.4 万多人，提起公诉近 7.9 万人。批
捕暴恐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 205 人，严重
暴力犯罪 3654 人，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坚持宽严相济，积极
推行非羁押诉讼。受理群众信访 1.3 万件，为 667 名生活确有困
难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发放救助款 544.3 万元，让困难当事
人感受到司法温暖。

制定《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十条规定》《加强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十条意见》，共对 340名涉嫌轻微犯罪但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
人，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促进失足的孩子回归家庭、学校和社会。

坚持“打虎拍蝇”重惩贪渎犯罪
反腐败是民心所向。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共立案侦

查职务犯罪案件 3090 件 4297 人，其中县处级以上要案 320 人，
厅级干部 45 人，省部级干部 3 人。积极查办群众反映强烈、情节
恶劣的“小官大贪”，立案侦查此类职务犯罪 2681 人。突出惩治

“围猎”干部、主动行贿、情节恶劣的不法分子和大肆行贿的买官
者，查办行贿犯罪 431 件 461 人。

坚持赃款、逃犯一起追。共依法追缴腐败分子犯罪所得及
涉案财物 2.86 亿元，抓获和规劝到案潜逃境内外职务犯罪嫌疑
人 95 人。持续加强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探索推行职务犯罪
预防约谈等机制，努力把职务犯罪消除在萌芽状态。

顺应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全省检察机关切实履行诉讼监督职

责，依法监督纠正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 1034 人、不应当
立案而立案 442 件，纠正漏捕 1042 人，纠正漏诉 1779 人，对认为
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 482 件。纠正刑罚执行过程中

“以权赎身”“花钱买刑”等突出问题。加强民事行政诉讼监督，
重点纠正裁判不公、程序违法和执行违法问题。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坚持开展为期一年的规范司法行为
专项整治工作，主动对 2013 年以来办理的 23 万多案件进行集中
评查。加强检务公开大厅建设的同时，全省三级检察院实现“两
微一端”平台全覆盖，河南检察“两微一端”3 项均获全国检察系
统十佳。③12 （本报记者 谢建晓）

受理各类案件106.7万件
同比上升31.2%
收案数首破百万

审执结90.9万件
同比上升34.1%

依法判处贪污、贿赂犯罪分子

2934人
厅级以上21人、处级160人

为3万余人追回劳动报酬

10.4亿元

查询“老赖”账户开户信息

298.4万条
网上冻结21.3亿余元

审结“民告官”案件2.2万件
一审服判息诉率76.6%
二审服判息诉率98.5%

实行立案登记制
全省法院登记立案62万余起

在全国率先实现
行政案件全部异地管辖
较之原来提高17.6%
老百姓胜诉率27.8%

将15.3万余名“老赖”
纳入全国法院失信“黑名单”

工作
亮点

保障社会安全稳定

上网文书累计达185万余份
直播案件13万余场次
网上处理群众诉求8万余条
微博粉丝量、直播案件量
均居全国高级法院第一

●批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4087人，

提起公诉78807人
●批捕暴恐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邪教
组织犯罪205人
严重暴力犯罪3654人

●对涉嫌犯罪但社会危险性较小的，决定不
批捕7584人
未经逮捕直接提起公诉39237人
对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决定不起诉1900人

严查职务犯罪

●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3090件4297人
其中县处级以上要案320人，厅级干部

45人，省部级干部3人
●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3110人
●查处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1187人
●查处贪渎交织犯罪204人
●查处行贿犯罪431件461人

履行监督职责

●连续两年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和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监督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482人，监

督公安机关立案538人
●依法监督纠正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

1034人、不应当立案而立案442件
●纠正漏捕1042人，纠正漏诉1779人

工作之最

●全省三级检察院实现“两微一端”全覆盖
●河南检察“两微一端”3项均获全国检察

系统十佳
●微信微博发布总量居全国检察机关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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