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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院

“地下执法队”被绳之以法
群众指尖上就可打官司
“重庆移动微法院”上
线；受理的各类案件首次突
破百万件；
“ 地下执法队”、
“车霸”被绳之以法；1220
人因破坏、污染环境受到严
惩……
昨日下午，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杨临萍在重
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代表市高级
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
并交出了 2019 年重庆法院
成绩单。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临萍。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毕克勤 摄
人身财产安全十大典型案例。

反腐

环境保护

25 名厅局级以上干部受审
报告中称，去年全市法院受理各类案
件 102.8 万件，同比上升 11.9%，首次突破
百万大关。渝中、渝北法院受理案件超过
6 万件。
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有 2.5 万件，判处
罪犯 3.5 万人。其中，审结贪污贿赂等案件
249 件 303 人，涉及被告人原为厅局级以上
干部 25 人，县处级 42 人，赵为粮等腐败分
子受到法律制裁。

扫黑除恶：
“地下执法队”
被绳之以法
2019 年，全市法院审结涉黑涉恶案件
204 件 1276 人，
“地下执法队”
、
“车霸”等一
批黑恶势力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
据悉，彭某等人共谋成立公司，通过网
络招募成员，采取哄闹、辱骂、殴打、威胁等
方式暴力索债，并以暴力插手经济纠纷，充
当
“地下执法队”
，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
秩序。而邓某实际控制下的多家运输公司，
通过固定“套路”，攫取非法经济利益，并多
次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聚众斗殴等违
法犯罪活动，辐射云贵川藏等多地，受害人
数众多。
同时，
我市法院还严惩包庇纵容黑社会
性质组织等犯罪，判处罚没财产 1.4 亿元，
移送涉黑涉恶线索 69 条。

服务经济

两公司被判赔千余万元
在保障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建设中，
我市法院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件 2775 件。
依法制裁偷排污水、盗伐林木等破坏环境资
源犯罪，判处罪犯 1220 人，让破坏、污染环
境者受到严厉惩罚。
据悉，在藏金阁、首旭公司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案中，
市一中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441.7 万元。该案与市
二中法院审理的千丈岩水库污染公益诉讼
案、江津法院审理的光污染环境侵权案，共
同入选最高人民法院 13 个环境资源审判指
导性案例。

反家暴
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318 份
在保障民生方面，我市法院审结教育、
医疗、消费、物业等案件 14.5 万件。审结婚
姻、抚养、赡养、继承等案件 5.8 万件，维护
好
“一老一小”
合法权益。
发布人身安全司法保护指引，
依法及时
对博主“宇芽”等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318
份，
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撑腰。
市五中法院审结全市首例涉药品民事
公益诉讼案，判决惩罚性赔偿金近 40 万元，
维护人民群众
“药瓶子”安全。

智慧法院
指尖上就可打官司

“陈麻花”案入选典型案例
在服务营商环境建设中，
我市法院审结
一审民商事案件 46.98 万件，标的额 1471
亿元。
全国首发《重庆法治化营商环境司法评
估指数体系》，被纳入我市重大改革项目可
复制可推广计划。该体系吸收借鉴了当前
国内外重要的评估方法，设有四级 64 项参
考指数。
审结破产案件 179 件，涉案金额 98.8 亿
元，
促进企业重生和市场出清。如黔江、
九龙
坡、
长寿、
铜梁等地法院创新执行资产重组和
破产重整机制，
促使振兴实业、美每家置业、
海洲化学、林腾机电等一批企业重获新生。
而西部首个破产法庭的成立，
将集中优势审
判力量，发挥破产审判在优化营商环境、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法治保障作用。
另外，审理的“磁器口陈麻花”被侵权
案，
入选全国法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

报告中还称，
我市法院全面提升现代化
诉讼服务水平，打造跨域诉讼服务系统，升
级“重庆易法院”APP，上线“重庆移动微法
院”，把法院搬到网上、送到眼前，为群众提
供在线立案、多元化解、诉讼指引等多项诉
讼服务，让群众用手机就可以打官司，切实
感受
“掌上立案”
“指尖诉讼”的便利。
据统计，我市去年网上立案已达 19.8
万件，同比上升 147.4%。推出律师服务平
台 2.0 版，市一中法院打造的“网讼律所直
通平台”，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开发律师
庭审智能引导系统，为律师提供优质的诉讼
服务。
据了解，这款律师庭审智能引导系统，
律师只需通过人脸识别，
可以轻松获取自己
代理案件信息，实时查询案件状态、开庭排
期等内容。系统投入使用 4 个月以来，累计
为律师推送信息 7000 余条，成为律师履职
的
“贴心神器”
。

2020 年行动

为重庆发展保驾护航
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严厉惩治
犯罪。
加强金融、破产、涉农、环境资源等审判
工作，
提升司法服务大局效能。
加强区域司法协作，服务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扎实做好对标国际先进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的牵头和配合工作，
服务保障营商环境

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审判，
服务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
加强陆上贸易规则创新探索，
服务改革
开放新高地建设。妥善审理投资、商贸、消
费等纠纷，促进市场活力提升。
服务社会治理创新，持续为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贡献司法力量。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徐勤

市检察院

保护环境 公益诉讼52件
保护民企 起诉292人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斌 摄

严惩“黄赌毒”
7616 人被起诉
严惩故意杀人、绑架、强奸、抢劫等严重
暴力犯罪,起诉 960 人。五分院起诉了鲁某
冒充
“外卖小哥”
杀妻案、甘某因失恋刺死路
人案。
严惩“黄赌毒”犯罪，起诉 7616 人。三
分院起诉了重庆直辖后最大的毒品犯罪案，
法院分别判处制造、贩卖冰毒 291.5 千克的
4 名被告人死刑、无期徒刑。
严 惩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犯 罪 ，起 诉 2602
人。赵某等 88 名被告人打电话恐吓、诱骗
6 万多人购买保健品，诈骗 5600 多万元，二
分院、巫溪县检察院依法对该犯罪团伙提起
公诉。
严惩暴力伤医、非法行医犯罪,起诉 15
人。

扫黑除恶
批捕 498 人
聚焦
“打伞破网”
“打财断血”
，批捕涉黑
恶犯罪 498 人、起诉 966 人，配合扫除黑恶
团伙 87 个，
移送
“保护伞”
线索 143 人。
一分院起诉了 14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案，
法院判处主犯成某、黄某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
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
恶犯罪一个不凑数”, 追捕、追诉涉黑恶犯
罪 118 人，对不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不批
捕 66 人、不起诉 33 人，2 个案件入选最高人
民检察院典型案例。

昨日，
在重庆市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重庆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代表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向大会作《重
庆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市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
2019 年,全市检察机关批捕各
类犯罪嫌疑人 19129 人、起诉
34148 人,立案公益诉讼 2144
件、提起公益诉讼 76 件，提出
刑事、民事、行政抗诉 302 件，
监督纠正刑事执行违法违规
2144 人次，审查办理控告申诉
10275 件。
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监督立案 11 件、撤案
12 件，建议办案机关对已逮捕的 7 名民营
企业负责人变更强制措施。
联合公安机关开展涉民营企业刑事诉
讼“挂案”专项清理，撤案 359 件，为 114 家
民营企业卸下包袱，依法对 75 名民营企业
负责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保护环境
提起公益诉讼 52 件
市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
突出打击破坏
环境资源犯罪，起诉 1183 人。
涪 陵 区 检 察 院 起 诉 的 王 某 、张 某 跨
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犯罪案，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 2019 年度服务保
障 长 江 经 济 带 发 展 12 个 典 型 案 例 之 一 。
责令犯罪嫌疑人缴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254 万 元 ，补 种 苗 木 16 万 株 ，放 流 鱼 苗
110 万尾。
提 起 公 益 诉 讼 52 件 ，法 院 已 判 决 44
件，全部支持起诉意见，督促治理被污染的
水域、被损毁的耕地、林地等 6900 亩，督促
清理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等近 5 万吨，追偿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050 万元。

食品安全
起诉 117 人
市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守护“舌尖上
的安全”。
联合市场监管局、药监局开展落实食品
药品安全
“四个最严”
专项行动，起诉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犯罪 117 人。

保护民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依法不批捕 235 人

适用比例居全国第一

市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
平等保护民营
企业。
对民营企业负责人保护不袒护，能不捕
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依法不批捕 235 人、
不起诉 322 人。
深入开展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知识产
权专项行动，
起诉侵害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家合法权益犯罪 292 人。
开展涉民营企业案件立案监督和羁押

市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
聚焦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以检察监督能力现代化促进社会
治理现代化。
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
犯罪嫌疑人
自愿认罪认罚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
理 29887 人，全年适用比例 78%，居全国第
一，
被告人认罪服判率 98%。
重庆检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做法，已编印成全国指导教材。

2020 年行动

保障重庆发挥
“三个作用”
在2020年工作安排上，
市检察院工作报
告指出，
着力服务保障重庆发挥
“三个作用”
。
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
作用上，推进川渝跨区域检察协作，为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城乡融合、
生态融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等提供司法保障，
因地制宜服务保障
“一区两群”
协调发展，
加强对
“智造重镇”和
“智慧名城”
建设的司法保护，
运用检察职能
助力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
用上，探索对自贸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的检察服务机制，
协同健全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工作机制，加强外商投资司法保护，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刑事保护力度，
加强涉企

执法司法行为检察监督，
保障民营企业合法
经营，
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
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
作用上，
严惩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提升生态环
境公益诉讼治理效能，协同打好城市黑臭水
体治理、
长江保护修复、
水源地保护、
农业农村
污染治理等重点战役。推动治理污水偷排直
排乱排、
固危废处置、
侵占岸线等问题。
在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
市检
察院工作报告指出，
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
对势力渗透、
破坏、
颠覆、
分裂活动，
坚决同黑
恶势力斗争到底，
在
“打伞破网”
“打财断血”
上持续发力。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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