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2018武汉两会

2018 年 1 月 13 日 星期六
责编 周茜 美编 童胤文 校对 王菊珍

武汉市“
两院”工作报告解读

去年查办职务犯罪386人 厅局级5人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同比增加2倍多
在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
检察院分别作工作报告，回顾了过去一年“两院”在推进反腐倡廉、维护司法公
正等方面的重点工作。

严惩贪污腐败

查办厅局级以上5人 判处罪犯220人
全市检察机关保持惩治腐败犯罪高
压态势， 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386人，其
中贪污贿赂犯罪300人，渎职侵权犯罪86
人， 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7000
万元。
突出查办大要案。 查办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20万元以上职务犯罪227人，
其中300万元以上36人。 查办重特大渎
职侵权犯罪55人。 查办县处级以上干
部 职 务 犯 罪 61 人 ， 其 中 厅 局 级 以 上 5
人。 深入开展专项办案工作，查办征地
拆迁、医疗、社保、教 育 等民 生领 域 职

务犯罪77人， 生态环保领域 职务 犯 罪
39人。
深入开展国际国内追逃追赃。 坚持
境外境内一起追，“天网行动” 开展以来
成功追逃到案20人，其中包括全国“百名
红通人员”1人，红通人员3人，境外在逃
人员7人，促使潜逃达21年之久的红通人
员张靖川回国投案， 有力震慑了腐败分
子。 坚持追逃追赃两手硬，依法追缴赃款
2100万元。
全市法院严惩贪污、 贿赂、 渎职犯
罪，判处罪犯220人。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同比增加2倍多
全市法院监督支持依法行政。 审结
行政诉讼案件4218件，其中撤销、变更
行政行为102件，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
效218件，判决履行法定职责2件，支持行
政机关依法履职1621件。

对错误裁判提出刑事抗诉75件

保护生态环境

一案入选“全省生态环保十大典型案例”
全市检察机关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 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破坏环境资
源犯罪案件56件90人， 监督公安机关立
案51件85人。 通过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
作，两年来共对117件公益诉讼案件启动
诉前程序。

刑未交付执行的199名罪犯收监执行，对
未执行财产刑罚的224名罪犯追缴财产
156万元。 加强对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
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420
人，同比上升56%。
全市法院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
对4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 准确把握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 对1103名罪犯依法判
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对2069名罪
犯依法判处缓刑、管制或单处附加刑，对
3615名罪犯依法减刑、假释。

全市法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坚
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全年
市法院合议庭独立签发裁判文书28803
件，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数仅占全院结
案数的0.44%。 坚持院庭长带头承办大
要案，市法院院庭长主审案件7022件。
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强化
庭审控辩对抗，保障律师依法履职，严格
排除非法证据。 推进重大案件当庭宣判，
努力实现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2017年，
全市法院审理的864件疑难复杂案件中，

征集志愿者为行动不便老人送餐

代表建议：

征集志愿者为老人免费送餐
提出这一建议的市人大代表、江夏
纸坊街龙井社区书记刘薇说，今年的市
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了老年宜居
社区建设。 2018年，我市将全面实施“互
联网+居家养老”行动计划，社区幸福食
堂正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建议，社区幸福食堂借用现在流
行的“滴滴打车”和“外卖送餐”模式，向
社会征集爱心志愿者加盟，通过QQ群、
微信圈进行联系、调配，有老人需要送
餐，就在网上呼叫附近“方 便”的 志愿
者，免费上门送餐，同时可以将老人以

全市法院围绕“四水共治”、滨水生
态绿城建设要求，探索环境资源民事、行
政案件“二审合一”，对严重破坏环境的
罪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7年，全市法
院1案入选“全省生态环保十大典型案
例”。

疑难复杂案件律师辩护率100%

市人大代表建议：幸福食堂开设“老人外卖窗口”

“现在老年人越来越多，武汉部分
社区开办幸福食堂，解决孤寡、空巢老
人的就餐问题，取得了良好成效，能否
进一步延伸服务，通过‘互联网+居家养
老’模式，征集志愿者为行动不方便的
老人送餐。 ”昨天，有市人大代表建议，
幸福食堂开设“老人外卖窗口”，请爱心
人士到社区为老人免费送餐。

在全国率先明确不动产登记案件的
被告人范围，受到最高法院肯定。 积极推
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全年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1305人次，同比增加2.1倍。

司法体制改革

维护司法公正

全市检察机关强化刑事诉讼监督。
监 督 公 安 机 关 立 案 476 件 ， 监 督 撤 案
256件，对侦查违法行为提出书面纠正
意见936件。 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
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 不批准逮捕
3078人， 不起诉553人； 纠正漏捕786
人，漏诉405人。 用好法律赋予的抗诉
权，对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提出刑事抗
诉75件。
推进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加强对刑
罚执行的监督， 督促有关部门将判处实

推进依法行政

后的点餐需求通过互联网发给幸福食
堂，进行配制。
市人大代表王青玲认为，送餐可以
采用多种形式，社区网格员、群干、物业
工作人员可以帮助送餐，社区志愿者也
可以过来献爱心。

记者探访：

老人希望特殊情况有人送餐
昨天中午11点，记者在汉阳区龙阳
街陶家岭社区幸福食堂看到，10多位老
人正在排队打饭菜。 经过4个月筹备，这
家幸福食堂本周一正式亮相。
李传珍婆婆带着80岁老伴曾宪铎
过来吃午饭。 她刷卡12元，给老伴和自
己各打了两荤一素一汤， 有红烧鱼块、
鸭子焖藕、干子炒肉 、清 炒白 菜、卤 鸡
蛋、豆腐汤等等。 此前，每天中午她和老
伴在家做饭，天气很冷，洗菜双手冻得
酸疼，做顿饭要花一个多小时。“有了幸
福食堂，太方便我们老年人了！ ”李婆婆
非常满意。
80岁的陈菊英老人，独居，眼睛不
好。 她边吃饭，边向陶家岭社区书记陈

国艳打听，“要是下雪，我们不能下楼来
吃饭，能不能送上门啊？ ”在采访中，有
多位老人提出同样问题。
陈国艳告诉记者， 目前300多平方
米的幸福食堂， 可以容纳200多位老年
人进餐，开设有中、晚餐，每人每餐6元，
两荤一素一汤。 如果老年人确实需要送
餐，暂时只能由社区群干志愿者帮助送
上门。

部门回应：

正在研究多种送餐模式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硚
口、武昌、江汉、汉阳等多个城区都在老
年人比较多的社区，推广建设为老年人
服务的“幸福食堂”。 硚口发展社区的
“道能幸福食堂”，是武汉市第一家在社
区专为老年人供应早中晚餐的食堂。
目前，市民政局正在进一步研究多
种送餐模式， 如在社区设置爱心超市，
从事送餐的志愿者可以通过服务积分，
然后在超市兑换礼物等。
记者胡义华

有259名证人出庭， 证人出庭率30%；律
师辩护率100%。
全市检察机关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
落实，全市669名员额检察官、638名检察
辅助人员、263名司法行政人员全部分类
定岗到位，85%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
一线。 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
实现简案快办。
记者贾雪梅 舒翔宇 通讯员涂 莉
周晶晶

代表委员纷纷建言

如何以地铁引领公共交通
为实现公共出行占出行60%、 地铁占公
共交通60%的目标， 此次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 要以地铁引领我市公共交通建设。 昨
天， 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提出建议
和意见。
市人大代表、 市公安局江岸分局四唯街
派出所社区民警陈春枝：希望地铁与城际、省
际铁路实现更紧密的换乘； 今后的地铁建设
中，将武汉更多的旅游景点串联起来，方便游
客。
市人大代表、 武汉市儿童医院心胸外科
主任皮名安： 让更多的医院与地铁出入口无
缝对接，方便家长和孩子就医；让市民更便捷
地从家门口到地铁口，并实现与公交、共享单
车连接的立体交通网。
市政协委员、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
授级规划师胡晓玲： 建立乘坐地铁的激励机
制， 对地铁与公交换乘以及地铁两小时内换
乘或出站后再乘、 一天内和日常通勤主要利
用地铁予以优惠；对标国际化城市，允许自行
车、轮椅利用地铁和公汽出行，增加地铁无障
碍通道设施； 在站点出站指示牌标注周边重
要建筑、大型商业设施、医院、公园、景点、学
校等。
市人大代表、 武汉地铁集团董事长周少
东：目前，武汉正在同步推进13条地铁线路的
建设，总建设里程约304公里，居全国前列。
2020年， 武汉轨道交通通车里程将达405公
里。
记者张晟 王雪 通讯员车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