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宋淑启作市人大会常委会工作报告 于良作关于《枣庄市人民代表
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表决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四
次会议选举办法、关于通过补充市十六届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的办法和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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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记者 杨 军 董
艳）枣庄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1月8日在枣
庄会展中心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宋淑启所作的枣庄市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了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良所作的
关于《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议
事规则修正案（草案）》的说
明；表决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
四次会议选举办法、关于通过
补充市十六届人大有关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的办法；表决通
过了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名
单。

本次大会执行主席李峰、
于玉、徐玲、宋淑启、于良、
刘志才、赵士亮、毕志伟、王
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在主席
台就座的还有其他市领导和其
他主席团成员。会议由徐玲主
持。

宋淑启在报告中说，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地
方人大设立常委会 40周年，也
是我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一
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在市委的
正确领导下，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全市工作
大局，积极担当作为，认真履
行职责，较好地完成了市十六
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
标任务，为促进我市创新转型
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宋淑启在报告中从四个方
面回顾总结了 2019年市人大常
委会的工作。一、坚持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把握人
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常委会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把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于人大工作的各方面、全过

程。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着力
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能力。认真贯
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保证人
大工作与市委部署要求同步同
向。二、坚持以良法促善治，
扎实推进地方立法。积极适应
新时代对立法工作的新要求，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重
点，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
立法、依法立法，努力发挥立
法的引领推动作用。加强重点
领域立法，制定出台了《枣庄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枣庄市
电梯安全条例》。完善立法体制
机制，立法质量和效率不断提
高。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工作，建成并投入使用了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综合信息
平台，实现了省市县三级互联
互通。三、坚持依法实施监
督，努力增强监督实效。常委
会围绕推动市委重大决策部署
的贯彻落实，抓住事关改革发

展稳定的重要问题、人大代表
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积极开展监督。全年
共开展视察调研 23 次、执法检
查 3次，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16 项。着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着力加强预算和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
力推动法律法规有效实施。四、
坚持代表主体地位，切实发挥代
表作用。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
工作，努力为代表依法执行职务
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和保障。提
升代表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支持
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增强代表
建议办理实效。

宋淑启说，2020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做好今年的工
作至关重要。今年常委会工作
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紧紧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职责，切实发挥职能作
用，以扎实有效的工作助推我
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圆满收官。要提高政
治站位，扎实推进“两个机
关”建设；强化依法履职，全
力助推高质量发展；深化代表
工作，支持代表充分发挥作
用；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
履职能力和水平。

宋淑启最后说，做好新时
代人大工作，任务艰巨，使命
光荣。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在中共枣庄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优势，凝心聚力，团结奋
进，为加快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积极贡献！

晚报讯 （记者 杨 军 董
艳）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孙英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枣庄
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
提出，2019年，全市法院收案
54839件，审执结58127件（含
旧存），收结案首次超过 5 万
件 ，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15.9% 、
29.4%；中院收案 8612 件，审
执结 8739 件（含旧存），收结
案首次超过8000件，同比分别
上升21.6%、20.9%。

全市法院坚持把审判执行
工作放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中谋划推进，审结一审刑事
案件2923件，审结邪教犯罪案
件 6件，审结放火、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危险驾驶等
案件1206件。严厉打击严重暴
力犯罪，审结故意杀人、强
奸、抢劫、绑架等案件 313
件。审结合同诈骗、网络诈
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件

153 件。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
势，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
案件43件。同时，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审结
一、二审涉黑恶案件 27件 144
人。注重“打伞破网”“打财
断血”，审理保护伞案件 1件。
深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
策，坚持当严则严，该宽则
宽。依法对87名被告人免予刑
事处罚，对 615 名被告人判处
缓刑。严格执行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对符合条件的 995 名被
告人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坚持
教育与挽救相结合，审结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66件，封存轻罪
记录58条，回访帮教41人次。

着力服务经济高质量发
展，审结一审商事案件 16216
件。2017—2019年，处置“僵
尸企业” 15 家，盘活资产
18.33 亿元，激活土地 4300 余
亩，稳定职工 1.2 万人。保障
实体经济发展，审结买卖合

同、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
等纠纷2929件。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审结票据、借款合同等
纠纷1690件。支持创新驱动发
展，审结商标权、著作权、不
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纠纷 409
件。促进经济开放发展，审结
涉外、涉港澳台纠纷14件。

努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
境。审结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586件，审查非诉行政案件630
件。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139 件案件和解撤诉。助
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审执结
涉民营企业案件9000余件。全
面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处置
制度，依法保护公共利益，审
结公益诉讼案件10件。切实做
好涉诉信访工作，审结申诉、
申请再审案件 306 件，接待群
众来访3600余人次，院领导阅
批群众来信 824 件次，化解信
访积案85件。

抓党建 带队伍 促审判

全市法院跑出“加速度”
晚报讯（记者 杨军 董艳）

日前，记者从市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获悉，
2019年，全市检察机关深入开展

“破网打伞”“打财断血”专项行
动，提起公诉26件161人，发现并
移送涉黑涉恶线索48件，保护伞
线索6件，职务犯罪线索13件。办
理绑架、故意杀人、强奸、涉枪涉
爆等严重暴力犯罪116件131人，

“两抢一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
525件694人。开展“严厉打击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办理犯罪案件30件47人，保
障社会公共安全与和谐稳定。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上，
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等涉众性经济犯
罪 34 件 114 人。在环境污染防
治上，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
件 48 件 114 人优先办理。办理
合同诈骗、非法经营、侵犯知识
产权等严重影响企业健康发
展、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案 53件
184人。通过办理虚假民事诉讼
监督案件，为2家民营企业挽回

经济损失3200余万元。
刑事检察质量不断提升，

批准逮捕 1330件 1861人，提起
公诉 2725件 3694人，监督立案
16 件 16 人，监督撤案 15 件，不
捕不诉 1180 人，追捕追诉 78
人。提出抗诉32件，法院已改判
或发回重审17件。审查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 2240人
次，提出监督纠正意见51人，办
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186人，
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184 人，对
108起案件发出《特赦检察意见
书》。办理刑事申诉案件 30件，
对刑事被害人救助28件。

民事行政检察力度不断加
大。办结民事监督案件 399件，
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 65件。
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不断完善。
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
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及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发出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115件。提起公诉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 58件 99人，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151件216人。

监察工作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