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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青莎

5月25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向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
这份长达20多页的报告中，四次出现
河南亮点，其中，既有河南法院出彩的
经验做法，也有河南法院审理的典型案
例，还有河南法官队伍的杰出代表。

报告在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部分，点赞了新乡、
信阳两地法院分别在促进和谐家庭建
设、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方面的经验做法：“河南新乡、湖北孝
感、广西玉林等地法院加强婚姻家庭纠
纷调解，尽可能让感情尚未破裂的夫妻
重归于好，让孩子能够享受完整家庭的
温暖。”“河南信阳等法院发扬革命老区
好传统好经验，用心用情用法做好涉军
维权工作，促进军政军民团结。”

报告专门提到“引导社会成员增强
公共意识、规则意识”，并且列举了一些
典型案例，首先列举了河南法院审理的
两个典型案例，一个是信阳市平桥区人
民法院审理的“撞伤儿童离开遇阻猝死
案”，判决阻拦者不担责，鼓励见义勇

为；一个是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的“患者飞踹医生反被伤案”，改判医生
为正当防卫，坚决跟“和稀泥”说不。这
两个案例本报都曾及时进行了报道，引
起网友热议。周强在报告中说，通过一
系列案件审理，破解长期困扰群众的

“扶不扶”“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
“为不为”“管不管”等法律和道德风险，
坚决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横谁有
理”“谁受伤谁有理”等“和稀泥”做法，
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让群众
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争做法治中国
好公民。

报告在坚持革命化、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方向，大力加强人民法院队
伍建设部分，特别提到为司法事业鞠
躬尽瘁的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庆军。2018
年年底以来，本报多次对李庆军的感
人事迹进行宣传报道，在河南乃至全
国引起强烈反响。周强在报告中说，

“深入开展向邹碧华学习活动，全国法
院涌现出李庆军等一批新时代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的先进典型”，并且给予
高度评价：他们以忠诚乃至生命诠释
了人民法官的初心。③5

最高法工作报告中的“出彩河南”

各级法院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维护稳
定等工作。

盯住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起诉恶意
欠薪犯罪902人。

周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张军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聚焦两高报告法治看点
5 月 25 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报

告透露的一系列法治

看点引人注目。

两高报告当中，关于破解执行
难的两组数据令人欣喜：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工 作 报 告 指
出，2019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
案件 1041.4 万件，执结 954.7 万
件，执行到位金额 1.7 万亿元，同
比 分 别 上 升 17.4% 、22.4% 和
10.8%。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
出，对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形提出
检察建议 23437件，对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的批捕 2318人，同比分别

下降1.6%和 2.4%。
数据一升一降，反映出全社会

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体现的是司
法机关坚持以人民呼声为第一信
号，不断解决群众关注的难点堵点
痛点问题。

当下，“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
已如期实现，但考题并未结束，为
实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切实
解决执行难”的更高目标，人民法
院还应不懈努力、久久为功。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两高报告划重点
今年有哪些不一样？

看点 1 惩治涉疫犯罪

最高法报告提出，各级法院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维护稳定等工作，审
结各类涉疫案件 2736 件，促进涉疫
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

最高检报告提出，2020 年 2 月
至 4 月，共批准逮捕涉疫刑事犯罪
3751 人、起诉 2521 人，办理涉口罩
等防护物资监管、医疗废弃物处置、
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2829件。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必新
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法
院及时发布典型案例，加大对涉疫
犯罪惩治力度，切实保障医务人员、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充分运用智慧
法院建设成果，通过在线诉讼方式
服务群众。

最高法报告提出，依法严惩涉
农骗补骗保、扶贫领域腐败、农资造
假等侵害群众利益犯罪。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扶贫领
域“蝇贪”877 人。盯住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起诉恶意欠薪犯罪
902 人 ，支 持 农 民 工 起 诉 10322
件。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

副院长赵皖平说，今年是决战脱贫
攻坚之年，关键阶段更要密切关注
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要从源头上
堵住权力运行漏洞，加大信息公开，
强化监督，让基层干部审慎用权。
他建议，进一步细化资金分配的流
程，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
术，让扶贫资金的分配更加透明，充
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看点 4 助力脱贫攻坚

最高法报告提出，加强校园欺
凌预防处置，审结相关案件 4192
件。依法惩治涉及“校闹”的犯罪。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 62948 人，同比上升
24.1%。

全国政协委员、律师杨玉芙
说，近年来，未成年人遭性侵案时
有发生，屡屡成为社会热点。不少
受害者由于缺乏法律认知，因恐

惧、羞耻而不主动举报和求助，致
使 一 部 分 案 件 并 未 进 入 司 法 程
序。他建议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
青少年的法治和性教育，对于有侵
害学生行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出
教育队伍，并加强对受害者提供公
益法律援助。此外，对于校园“小
霸王”，要将依法惩治和教育矫治
落到实处，对手段残忍、后果严重
的恶性事件绝不纵容。

看点 5 保护未成年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各级法院审
结一审商事案件 453.7 万件。依法
审理涉“放管服”改革行政诉讼案
件，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
结一审行政案件28.4万件。对新中
国成立以来所有司法解释进行清
理，废止 103件，废除一切对民营企
业的不平等规定。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 1971名依
法可不继续羁押的民营企业负责人
建议办案机关取保候审；对既未撤
案又未移送审查起诉、长期搁置的

“挂案”组织专项清理，排查出 2687
件，已督促结案1181件。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信阳市文
新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新表示，
世界银行 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
示，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有大幅跃
升，这与平等保护企业和企业家人
身、财产合法权利，审慎对待涉及民
营企业案件等做法是分不开的。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检察院
检察长冯键表示，一些企业家反映，
当前基层办案仍有长期拖延、搁置
的现象，影响企业正常经营。他建
议落实服务民营经济检察政策，切
实做到慎捕、慎诉。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看点 6 优化营商环境

最高法报告提出，审结贪污贿
赂、渎职等案件 2.5 万件 2.9 万人，其
中被告人原为中管干部的 27人。对
艾文礼等主动投案被告人依法从宽
处理，对邢云等严重腐败分子适用终
身监禁。审结外逃腐败分子回国受
审案件 321件，依法没收彭旭峰等人
转移至境外的违法所得。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秦光荣、陈
刚等 16名原省部级干部提起公诉。
对 13起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逃匿、
死亡案件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

对司法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损害
司法公正犯罪立案侦查871人。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会长王俊峰说，两高报告透露出中
央持续推进高压反腐的强烈信号。
反腐形势依然严峻，任务艰巨，不能
有丝毫松懈。要进一步加大对腐败
的惩治力度，加强对重点领域的关
注。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个人事项
报告制度，进一步完善监察体系建
设，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
制机制。

看点 2 高压反腐

最高法报告提出，全国法院审结
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12639 件 83912
人。依法审理孙小果案、杜少平操场
埋尸案，对主犯孙小果、杜少平坚决
判处并执行死刑。

最高检报告提出，对 107起重大
案件直接挂牌督办，派出专家组督导
孙小果案、杜少平操场埋尸案、黄鸿
发家族案等重大案件。共起诉涉黑
犯罪 30547 人、涉恶犯罪 67689 人，
同比分别上升194.8%和 33.2%。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张甲天说，今年是实现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三年为期目标的决胜
之年。打赢这场正义之战，还有不
少“硬骨头”要啃。一些黑恶势力涂
上“保护色”、穿上“隐身衣”，更具迷
惑性和隐蔽性；一些黑恶分子头顶

“保护伞”、手握“摇钱树”，各种利益
关系盘根错节；一些行业滋生黑恶
势力的现象不容忽视……扫黑除恶
要对“保护伞”“关系网”一查到底、
绝不姑息；要破解“黑财”认定、查
控、收缴等难题。

看点 3 扫黑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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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光荣、陈刚等 16名
原省部级干部提起公诉

起诉涉黑犯罪30547人
涉恶犯罪676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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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报道速览

一个案例胜千言。你所关心的，案件怎么办理的、下

一步司法预期目标怎样，一起从两高报告中寻找今年不

一样的看“法”。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疫情防控
物资的紧俏，就有人对口罩动了

“歪脑筋”，想“发横财”。
疫情防控期间，北京郑某某，

明知自己购入的口罩为“三无”产
品，仍然“指示”公司的多个门店
对外销售。司法机关果断对他的
行为亮出“红灯”。3 月 26 日，法
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判处被告人郑某某有期徒刑二
年。

对抗疫路上的绊脚石，“打”绝

不手软。据两高报告，审结各类涉
疫案件 2736 件；今年 2 月—4 月，
共批准逮捕涉疫刑事犯罪 3751
人、起诉2521人。

抗疫，又要依法依规管理。疫
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
坚持依法防控。回顾疫情期间，针
对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
会问题，有关部门出台多个司法文
件，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化解
因疫情产生的矛盾纠纷，确保了疫
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

2020 年 1 月 20 日，遵照最高
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湖
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操场
埋尸案”故意杀人罪犯杜少平依法
执行死刑。

扫黑除恶，扫除的是黑恶势
力，净化的是政治生态，赢得的是
党心民心，夯实的是执政根基。

除了大案要案，盘踞在群众身
边的“菜霸”“路霸”“沙霸”，控制着
菜价、运输以及工程成本，百姓的
衣食住行均受影响。

依法严惩、强化打击、深挖幕
后、综合整治——司法机关在 16
字上持续发力。与群众呼声结合、

与反腐斗争结合、与基层“拍蝇”结
合，一场人民战争，以雷霆万钧之
势铺开。

从两高报告看，一年来成绩斐
然：检察机关起诉涉黑犯罪 30547
人、涉恶犯罪 67689人。依法深挖
根治，起诉“保护伞”1385 人。全
国法院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12639件 83912人。

管住枉法的权利，斩断寻租的
黑手。涉孙小果案、杜少平操场埋
尸案的公职人员均被判处有期徒
刑，我们有理由相信司法机关坚决
将黑恶势力“保护伞”和“关系网”
加以清除的坚定决心。

腐败是社会毒瘤，从动辄数亿
元的巨腐，到向扶贫款物伸手的

“蝇贪”，侵蚀的是党的健康肌体，
影响的是党和群众关系。

2019 年，司法机关对惩治腐
败犯罪继续保持了高压态势，依法
审理了王三运、努尔·白克力等一

批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两高报告中的数字叫人拍手称

快：去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
渎职等案件2.5万件2.9万人。检察
机关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
24234 人，同比上升 50.6%。已起
诉18585人，同比上升89.6%。

日前，一条“有性侵记录者不
得从事未成年人工作”的微博登上
热搜第一，半天时间阅读量达 6.9
亿，点赞人次达133万。

提出这条建议的全国人大代
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
表示，这充分说明未成年人的健康
成长牵动着全社会的心。

保护未成年人远离犯罪、远离
侵害，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堤坝”正在架高筑牢。一些地方
检察机关作出积极探索，与公安

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工入职前查询
相关违法记录制度。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严
惩绝不手软；依法从严从快批捕、
起诉。

两高报告着墨颇重：
——凡拉拢、诱迫未成年人参

与有组织犯罪，一律从严追诉、从
重提出量刑建议。

——对性侵儿童的赵志勇、何
龙等罪行极其严重的一批犯罪分
子，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