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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院有关负责人告诉河南法制
报记者，2015年5月，郑州铁路运输两
级法院得到最高法批复受理行政案
件，在全国铁路法院系统中，是首个以
铁路法院的名义受理行政案件，且首
个有明确的行政案件管辖范围。

自2018年1月1日起，省法院对
郑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管辖行政案
件的范围作出调整，其中，郑州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在原管辖以郑州市金

水、中原、二七、管城、惠济、上街六
区政府为被告一审行政案件不变的
情况下，增加管辖由省政府为被告
的一审行政案件和省法院指令再审
的行政案件。

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审判工
作中，河南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2018年，郑州市中级法院在基层
法院开展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集中管辖
试点工作，把黄河流经的巩义市、荥阳

市、惠济区、金水区、中牟县的一审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集中由中牟县法院管
辖。这对于依法加强对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的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省法院将在郑州市中级
法院试点的基础上，强化对省内黄河流
域沿线、淮河流域沿线、南水北调沿线以
及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区等环境资源
集中连片区域的环境资源类案件的处
理，用司法手段护卫河南的山水田园。

（上接 01 版）周强说，为贯彻
落 实 党 的 十 八 届 四 中 全 会 关 于

“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部署，最高
人民法院 2016 年 3 月提出“用两到
三 年 时 间 基 本 解 决 执 行 难 问
题 ”。 三 年 来 ，人 民 法 院 全 力 攻
坚，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基本形成中国特色执
行制度、机制和模式，促进了法治
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基本解决
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
现。

周强从五个方面报告了 2019
年工作安排：一是始终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二是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服务保障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
定；三是坚持司法为民，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高
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全面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五是加快推进队伍
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
设，锻造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
的高素质法院队伍。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从五个方面报告了 2018 年主要工
作：一是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大
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坚决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秩序，以高
度的责任感投入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主动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平
等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积极
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依法守
护食品药品安全，用心做好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立足办案参与社
会治理。二是强化诉讼活动法律
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公信。深化
刑事诉讼监督，重视民事诉讼监
督，加强行政诉讼监督，依法查办
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尊重和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三是依法开
拓公益诉讼，履行公益保护崇高
使命。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理念，
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
佳状态，将提起诉讼做成生动法
治 课 ，用 法 律 手 段 捍 卫 英 烈 尊
严。四是提升检察监督能力，适
应新时代更高更严要求。坚持把
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进内
设机构系统性、重构性改革，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创新推进业务建
设，坚持严管就是厚爱。五是接
受人民监督，确保检察权规范运
行。

张军说，做好 2019 年检察工
作，最根本的是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最关键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最要紧的是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一是把握“稳进”这个
大局，依法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二是把握“落实”这个重
心，推进重大部署落地生根；三是
把握“提升”这个目标，新时代检
察工作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河南法制报记者注意到，张军
检察长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以
高度的责任感投入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推广浙江、江西、河南等地做
法，省级检察院统一对涉黑和重大涉
恶案件严格把关，确保办案质量。”

据了解，2018年，我省检察机关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批准
逮捕涉黑犯罪 332 件 1382 人、已提
起公诉 143 件 1355 人，批准逮捕涉
恶犯罪 1222 件 4119 人、已提起公诉
538件3308人，不仅依法办理了洛宁

“十八兄弟会”典型案件，还办理了
漯河李耀勇等一批有影响有震动的
案件。同时坚持司法办案与促进基
层治理并重，着力打造新时代“枫桥
经验”检察版。

省检察院实行“三个统一”办案
标准，把法律适用标准统一到“两高
两部”指导意见上、把证据标准统一
到出庭公诉的证据要求上、把检察
机关的认定标准统一到省院层面
上。省检察院还牵头与省公安厅、
省高级法院会签加强协同配合的意

见，并要求省院统一集中管理涉黑
涉恶及“保护伞”等重大敏感线索，
确保扫黑除恶、打击“保护伞”、摧毁
经济基础三项工作协调推进。

针对河南黑恶犯罪案件基数
大、老案多等问题，办案检察机关指
派专人审查管理，逐案甄别、分门别
类、登记造册，分别建立黑恶犯罪案
件整体台账、涉黑犯罪组织台账、

“保护伞”线索台账等三个专门台
账，做到黑恶案件全覆盖、诉讼环节
全覆盖。

□河南法制报全媒体记者吴倩王东孙梦飞

3月12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报告中两次点赞“河南经验”：“推广河南、湖南等地法院经验，依法制裁恶意欠薪
行为，帮助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95.3亿元。”“山西、河南、甘肃等地法院开展行政案件集中管辖试点……取得良
好效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报告中点赞“河南经验”：“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广
浙江、江西、河南等地做法,省级检察院统一对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严格把关,确保办案质量。”

推广河南法院帮农民工讨薪经验

河南法制报记者从省法院了解
到，2018年，全省法院共受理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 2.21万件，为 3.3万名
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 4.2亿元；受理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 96 件，
已审结95件，95人被依法判处刑罚。

在帮农民工讨薪这件事情上，
“河南经验”是怎么做的？河南法制

报记者采访了省法院有关负责人。
据介绍，全省法院畅通涉农民工

工资案件绿色通道，坚持快立、快审、
快结、快执，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
执行的“四快三优先”原则，依法、公正、
及时、高效、充分地保障农民工合法权
益。同时，全省法院还对恶意欠薪者果
断动用刑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9 年，省法院将适时向立法
机关及有关行政机关提出针对性和
操作性强的司法建议，合力探索欠
薪问题的源头治理办法，加强与公
安、检察、住建、劳动保障等相关部
门协作配合，并进一步加大执行力
度，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涉农民
工工资案件全部执行到位。

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河南试点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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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河南等地做法，省级检察院对涉黑恶案件严把关

张军检察长在报告中说，主动
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会同水利部
组织黄河流域 9 省区检察机关与河
长制办公室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
母亲河”专项行动。

2018 年 12 月 7 日，由最高人民
检察院和水利部统一领导，河南省
人民检察院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共同
发起，沿黄河流域的青海、四川、甘

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山东
等9省区的各级检察机关、河长制办
公室共同参与的“携手清四乱、保护
母亲河”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郑州
举行。河南省检察院决定在河南境
内淮河流域涉及的12个市分院建立
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协作机制。2018
年 5月 29日，省检察院出台了《河南
省检察机关淮河流域（河南段）生态

环境保护战略协作办法（试行）》。
省检察院牵头启动“保护母亲

河”专项行动和建立淮河生态环境
保护战略协作机制，是充分发挥法
律监督职能、全面推动依法治国的
生动实践，是推动河长制落地生根
的机制创新，是践行“共建共治共
享”理念的有益探索，对推动美丽河
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省检察院牵头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

河南如此出彩
——解读“两高”报告中的“河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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