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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两会

聚焦两高报告十大法治亮点

最高法披露一系列司法大数据

婚后3年至7年

为婚姻危机高发期

信息时报北京讯 （特派记者 何小

敏 黄艳 张玉琴 蔡晓素）

昨日下午，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召

开全体会议，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修改

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

省高院院长龚稼立， 全国人大代表、广

东省检察院检察长林贻影在会上发言。

龚稼立：

加快推进建立国际仲裁中心

龚稼立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政

法工作的重要思想， 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司

法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大局中谋划，坚决

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有

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强化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的好报告。

龚稼立说，过去的一年，广东法院

积极参与最高人民法院服务保障大湾

区建设意见制定。 下一步，广东要围绕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

施， 切实发挥司法的服务和保障作用。

要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司法合作平台建

设， 在三地建立顺畅的司法合作机制。

要完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加快推

进建立国际仲裁中心，推动诉讼机制接

轨，深化大湾区内地城市群诉讼服务升

级和裁判标准统一。 要探索简化三地民

商事诉讼主体、 诉讼证据认定手续，建

立粤港澳跨境争端解决中心。 还要强化

公平竞争和产权保护，营造国际一流的

创新创业环境，为不断提高大湾区的核

心竞争力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林贻影：

以更实举措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林贻影表示，“两高”工作报告通篇

围绕依法治国的鲜明主题，贯穿公平正

义的价值追求，洋溢改革创新的时代气

息，饱含司法为民的公仆情怀。 总结成

绩客观全面、实事求是、数据翔实，部署

任务方向明确、重点突出、措施有力。 他

说：“作为检察系统的代表，我听后深感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做好检察工作的

信心更强了，底气更足了。 ”

谈到广东检察机关下一步工作重

点，林贻影说，全省检察机关将以更实

举措服务保障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

焦广东改革开放大局和区域发展战略

部署，把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摆

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结合构建“一核一

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进一步找准检

察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主动服务保障

打好三大攻坚战。 以更大力度推进平安

广东建设。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严密防范、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

等活动。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继续推进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和破坏环

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更

强担当做实做强做优新时代法律监督。

围绕法治广东建设，促进刑事、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等各项检察监督工作全面

平衡充分发展。

广东代表团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修改稿及两高工作报告

为大湾区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据新华社电

昨日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披露了一系列司法大数据。

危险驾驶犯罪：20时至21时高发

司法大数据显示， 危险驾驶犯罪案

件中，危险驾驶高发时段集中在20点至21

点， 近22.3%的醉驾案件司机血液酒精含

量超过200mg/100ml。

驾驶员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80mg/

100ml 以上就属于醉酒驾车。 根据刑法

规定， 除醉酒驾驶机动车外， 在道路上

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 从事校

车业务和客运严重超载或严重超速， 违

反规定运输危化品危害公共安全等情

形， 都属于危险驾驶罪范畴。 危险驾驶

罪案件中， 醉驾占绝大多数。

司乘冲突刑事案：超九成判有期徒刑

司法大数据显示， 公交车司乘冲突

刑事案件中， 超半数案件有乘客攻击司

机行为， 其中近三成出现乘客抢夺车辆

操纵装置的情况。 全部案件中超九成判

处有期徒刑。

离婚纠纷：婚后3年进入危机高发期

司法大数据显示， 已审结的全国一

审离婚纠纷案件显示， 婚后3年至7年为

婚姻危机的高发期。

天津市高院民一庭副庭长王会君

说，从近年审理的离婚案看，婚后3年至7

年往往是婚姻产生问题的时间段， 夫妻

双方应加强沟通、 理解， 渡过感情脆弱

期，减少离婚纠纷发生率。 此外，不少地

方近年来离婚率持续上升， 婚姻纠纷中

财产分配争议问题突出， 这类案件处理

需要法院综合考量法理、人情做出认定。

据新华社电

3月12日，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

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报告中的

一系列法治亮点引人瞩目。

最高法报告提出，依法审理孙

政才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各级法

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8万

件3.3万人。

最高检报告提出，受理各级监

委移送职务犯罪16092人， 已起诉

9802人，不起诉250人，退回补充调

查1869人次。

保护民企合法权益

扫黑除恶

最高法报告提出， 审结黑恶势

力犯罪案件5489件2.9万人， 依法审

理穆嘉案、 曾宪波案等社会影响较

大的涉黑涉恶案件。

最高检报告提出， 明确11类打

击重点。 批捕涉黑犯罪嫌疑人11183

人， 批捕涉恶犯罪嫌疑人62202人。

洛宁“十八兄弟会”、闻喜“侯氏兄

弟”、白城史淼等为非作歹、残害百

姓的涉黑团伙受到严惩。 起诉黑恶

势力犯罪“保护伞”350人。

最高法报告提出， 审慎适用强

制措施， 禁止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

涉案财物， 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

作犯罪处理。 加大涉产权刑事申诉

案件清理力度， 再审改判张文中无

罪， 依法甄别纠正一批涉产权冤错

案件，发布两批13个典型案例。

最高检报告提出， 直接督办涉

产权刑事申诉68件。 全案错了全案

纠正，部分错了部分纠正，既不遮丑

护短，也不“一风吹”。

反腐败

严惩环境犯罪

最高法报告提出， 严惩污染环

境犯罪，审结相关案件2204件。 审结

环境资源案件25.1万件。

最高检报告提出， 起诉破坏环

境资源犯罪42195人，同比上升21%。

打击民生领域犯罪

最高法报告提出， 审结涉及教

育、就业、医疗、养老、消费等案件

111.1万件。 严厉打击“套路贷”诈骗。

审理利用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等案件。

最高检报告提出，坚决惩治“套

路贷”“校园贷”所涉诈骗、敲诈勒索

等犯罪，起诉2973人。 起诉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等涉众型

经济犯罪26974人，同比上升10.9%。

严惩涉网络犯罪

最高法报告提出， 严厉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 侵犯个人信息、 利用

网络窃取商业秘密、 网络传销等犯

罪， 审结相关案件8907件。 严惩破

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利用网络开设

赌场等新型犯罪。

最高检报告提出，起诉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43929人， 同比上升29.3%。

起诉利用网络赌博、 传播淫秽物品、

泄露个人信息等犯罪15003人， 同比

上升41.3%。

纠防冤错案件

最高法报告提出，各级法院按

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

件1821件，其中依法纠正“五周杀人

案”等重大冤错案件10件。 审结国

家赔偿案件1.5万件。 落实罪刑法

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依法宣告517

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02名自诉案

件被告人无罪。

最高检报告提出，坚持不懈纠

防冤错案件。 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

不足的决定不批捕168458人、 不起

诉34398人， 同比分别上升15.9%和

14.1%。

最高法报告提出， 审结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7092件。 加大

对涉疫苗犯罪惩治力度。

最高检报告提出， 起诉制售假

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12360

人，同比上升5.5%。 长生公司问题疫

苗案发生后， 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

督办。重点办理影响中小学、农贸市

场、网络外卖食品安全的公益诉讼。

保护食药安全

最高法报告提出，坚决惩治针

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虐待、拐卖、性

侵害等犯罪， 审结相关案件2.7万

件。 对一批杀害伤害未成年人的罪

犯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

最高检报告提出， 近年来，性

侵、拐卖、虐待、伤害未成年人犯罪

持续多发，去年起诉50705人，同比

上升6.8%。 与各级妇联协同维护妇

女权益，起诉侵害妇女人身权利犯

罪21949人，同比上升6.4%。

严惩侵害妇女儿童案件

最高法报告提出， 三年来人民

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2043.5万件，

执结1936.1万件， 执行到位金额4.4

万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 98.5% 、

105.1%和71.2%。

最高检报告提出， 对拒不执行

判决、 裁定情节严重的， 批捕2376

人，同比上升36.9%。

破解执行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