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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对因犯罪侵害等致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及
其近亲属“应救尽救”，防止因案致贫返贫

依法快审快结涉疫犯罪案件 5474件 6443人，对
杀害防疫工作人员的马建国等人依法判处死刑

及时出台系列司法政策，指导依法追诉妨害疫情防控
犯罪，筑牢抗疫法治防线

反腐败反腐败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 2.2万件 2.6万人，其中被告人
原为中管干部的 12人

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 19760人，已起诉 15346人，
不起诉662人

专项斗争以来，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33053件 226495
人，结案率99.4%，重刑率达 34.5% 扫黑除恶 2018 年以来，共批捕涉黑涉恶犯罪 14.9 万人，起诉 23万

人，其中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5.4万人

关键词

□本报记者 周青莎

3月 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中，河南法院 8项重点
工作被“点赞”。

【报告】发布 34 个涉疫典型案例，严惩隐瞒

出境史致多人隔离、诈骗援鄂医护人员、假冒慈

善机构骗捐、哄抬物价、造谣传谣等犯罪行为。

【回放】2020年 3月，被告人郭某某回国后
故意隐瞒出入境情况，且未执行隔离规定，后被
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社会影响恶劣。郑州市
二七区人民法院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
人郭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报告】苏州、威海、新乡等法院紧急准许处

于破产阶段的企业恢复生产，确保紧急医疗物

资供应。

【回放】河南飘安集团因资金链断裂向长垣
市人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新乡市中院及
时指导，并通过府院联动工作机制，帮助企业解
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2020年 1月 18日至3月
5日，飘安集团共生产防护服 31.5万套、各种口
罩2650万只，为全国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

【报告】河南法院审理废酸污染黄河支流

案，改变“企业排污、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现象。

【回放】某公司将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
液交由无资质的吴某等人非法处置，将废酸液
倾倒至濮阳县的黄河支流，造成严重污染。濮
阳市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濮阳市
中院判决该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费 400余万元，
吴某等人以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二年六个月以
上、三年八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河南省高院二
审维持原判。

【报告】山西、内蒙古、山东、甘肃、宁夏等黄

河流域 9省区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协作，保护

中华民族母亲河。

【回放】河南省高院积极探索系统科学、整
体协同的水流域司法保护机制，指定郑州铁路
法院集中管辖省内黄河流域环境资源案件。
2020年 9月 1日实行以来，共受理案件 323件，
跨域及网上立案率 96.4%，审结 313件，4起案
例入选全国法院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
大典型案例。

【报告】河北、山西、福建、河南、湖北等法院

积极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帮助农民工追回

“血汗钱”206.1亿元。

【回放】河南省高院联合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下发专项文件，积极主动保障疫情期间农
民工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2020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 125件，受理拖欠农民工
工资案件 1.98万件，为 1.91万名农民工追回劳
动报酬2.75亿元。

【报告】巩固拓展涉军维权“信阳模式”“鄂

豫皖模式”实践成果，服务国防和军队改革建

设，服务军民融合发展，促进军政军民团结。

【回放】以信阳为代表的革命老区法院，建
立领导协调、军地协作互动、督办跟踪回访、立
体化平台保护、优先救助等 10项涉军维权工作
机制，被誉为“信阳模式”。2020年河南法院审结涉军队、军人
案件 295件，审结涉军人直系亲属案件 161件。2020年 7月 29
日，周强再赴信阳，部署推广“信阳模式”。

【报告】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15 个省区市的 305 个试

点法院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

司法效能明显提升。

【回放】2020年 1月 15日起，郑州、洛阳两地法院开展为期
两年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试点的主要内容
有：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完善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制适用范
围等。郑州、洛阳法院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二审独任制适
用率不断提高。

【报告】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2019年“1号文件”，党

委领导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不断完善，吉林、河南、四川、西

藏、青海、宁夏等省区市出台实施意见，推动从源头解决执行难。

【回放】2020年 11月 28日，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
决定》，明确执行联动协作责任，要求各联动单位加强与全省
法院的联动协作和信息共享。省委政法委协调36家省直
单位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全省统一的人员、车辆、不动
产网络查控平台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力解决了困
扰法院多年的查人找物难题。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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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报告彰显法律力度与温度

1 守卫你的安宁

33 月月 88日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代表这是代表
们在认真听会们在认真听会。。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领张领 摄摄

还有一些数据，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更多隐秘
的角落。

人民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2169份，为
家暴受害者提供安全“后盾”；检察机关会同中国
残联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让残障人士
放心出门；对因犯罪侵害等致生活陷入困境的被
害人及其近亲属“应救尽救”，救助3.2万人 4.2亿
元……

法治的温度，就是当你陷入困境时，向你伸
出的那一双制度之手。

取快递被人偷拍发到网上造谣，结果造成
“社会性死亡”，是否应该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这是杭州一位女士最近的遭遇。最高检抓住这
个典型案例，指导浙江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自诉转公诉，
为受害人维权“撑腰”。

人民群众的诉求在哪里，司法机关的目光就
聚焦到哪里。过去一年，全国检察机关新收到群
众信访 92.7万件，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
率达 99.8%。人民法院全面构建一站式多元解
纷机制和诉讼服务机制，2020年诉前成功调解
424万件民商事纠纷，全国法院全部开通网上立
案功能，网上立案申请超过一审立案申请总量的
54%。

法治中国的新气象，体现在一个个小案的办
理中，体现在一系列便民改革举措中。

“信息时代的发展，带来网络空间治理等新
情况新问题。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要更加关注
社会领域相对‘隐性’的违法犯罪，加强研究判
断，更好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说。（新华社北京
3月8日电 记者 白阳 刘奕湛 刘硕）

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两高
报告，交出一份满满的成绩单。扫黑除恶“打伞破
网”、严惩腐败守护平安、加强民生司法保障……一
串串数字勾勒出法治中国建设的亮点。

法治，捍卫国家长治久安。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到反腐败斗争，司法机关重拳出击，保卫社会
秩序，守护你的安宁。

——检察机关共起诉涉黑涉恶犯罪 23万人；
其中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5.4万人，是前三年的11.9倍。

——人民法院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33053
件 226495人，其中重刑率达到34.5%。

——孙小果、陈辉民、尚同军、黄鸿发等黑恶
势力犯罪组织头目依法被判处死刑，一批涉黑涉
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严惩。

在持续深入的反腐败斗争中，严的主基调没
有放松。过去一年，人民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
等案件 2.2万件 2.6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中管干
部的12人。

利刃出鞘，让公平正义更闪耀。检察机关对
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保持高压态势，核准追
诉“南医大女生被害案”等35起陈年命案；各级法
院依法快审快结涉疫犯罪案件 5474件 6443人，
对杀害防疫工作人员的马建国等人依法判处死
刑。

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
一审刑事案件 111.6 万件，判处罪犯 152.7 万人，
总体呈现下降态势。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有
力净化了社会环境，极大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全国人大代表、成都经典汇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艺委会办公室主任徐萍表示，在接下来
的扫黑除恶常态化过程中，要更注重偏远地区和农
村地区的“村霸”问题，守护好群众的生活秩序。

群众生活的“小问题”，关系着“大民心”。
检察机关办理涉窨井盖刑事犯罪 106件，办

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7万件；人民
法院审结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民生案件134.7
万件……2020年，司法机关用心维护你的权益，
守护“头顶上”“舌头尖”“脚底下”的安全。

老赖欠债“执行难”？人民法院出台意见从源
头解决执行难，持续提升执行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网络查控案件 1464.5 万件，网络拍卖成交金额
4027亿元。

农民工“讨薪难”？多地法院开展根治欠薪专
项行动，帮助农民工追回“血汗钱”206.1亿元，依
法审理工伤、医保、社会救助等案件，维护劳动者
权益。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
长沙市工会兼职副主席张晓庆说，高空抛物、窨井
盖安全、假冒伪劣食品等民生问题，与群众获得感
息息相关。司法机关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主动出击
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重视，彰
显了司法为民的理念，也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水平。

2 维护你的权益

3 温暖你的人生

周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张军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网络传销、网络赌博、网络
黑客、网络谣言等犯罪案件 3.3万件

起诉网络犯罪 14.2万人，在刑事案件总量下降
背景下，同比上升47.9%网络犯罪网络犯罪

涉疫犯罪涉疫犯罪

向困难群众发放司法救助金 9.1 亿元，
防止因案致贫、返贫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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