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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壹读
全 国 两 会 特 别 报 道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检察公信力测评
山东蝉联全国第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2019年以来，山东检察机关聚焦
主业有哪些工作亮点？

陈勇：去年，我们在省委、最
高检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走
在前列、全面开创”的目标要求，
锐意改革，真抓实干，各项检察
工作稳进、落实、提升，我省检察
机关在检察公信力测评中蝉联
全国第一。

把坚决完成重大部署和重
大任务作为忠诚履职的实际行
动。开展“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
亲河”专项行动，依法督促清理
垃圾3 . 4万吨，拆除违法建筑
20 . 5万平方米。圆满完成平度非
法聚集专案，被告人全部认罪服
法。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全省起诉4402人，追捕追诉
332人，不捕不诉349人，发现移
送“保护伞”“关系网”线索233
件，监督查封扣押冻结涉黑涉恶
财产15 . 8亿元，涉黑涉恶案件有
罪判决率100%。省检察院2019
年、2020年连续两年被全国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表彰为
全国先进单位。

把司法为民的要求贯穿检
察工作始终。严惩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1133人，监督治理
污染企业132家，追偿生态修复
费用2 . 2亿元，救助因案致贫返
贫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1966
万元。

把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
分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从
去年的办案质效来看，我省检察
业务核心数据持续走在全国前
列。我们重点抓了两件事：一是
在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上充分发挥主导责任，去年底全
省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81 . 9%，
量刑建议采纳率83 . 3%，多数案
件6日内办结；二是对照“案-件
比”评价体系，打紧每一个办案
环 节 ，退 回 补 充 侦 查 减 少
15 . 5%，进一步增强群众司法获
得感。

已提前介入涉疫情
刑事案件286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统筹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中，我们贡献了哪些检
察力量？

陈勇：今年以来，我省检察

机关紧紧围绕疫情防控和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来谋划和推进检
察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
抓。截至5月12日，共提前介入涉
疫情刑事案件286件。

坚持“重重轻轻”，既体现从
严从快打击的政策要求，也防止
不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对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妨害传
染病防治、妨害公务等严重犯
罪，该严惩的绝不手软，批捕58
件，起诉60件；对情节较轻、危害
不大的，该宽缓处理的及时宽缓
处理，不捕10件，不诉3件，80%
以上的刑事案件被告人真诚悔
罪、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理。办
理的涉疫情案件有4起入选最高
检典型案例。

主动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为减少企业生产
经营受疫情的冲击，审慎采取强
制性措施，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
679人次。全力支持受疫情影响
劳动者依法维权，深入开展拒不
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专项监督，
追索劳动报酬1018万元。

全力以赴防控疫情的同时，
坚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进
各项检察工作，加快办理因疫情
造成积压的案件和线索，千方百
计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围绕疫情暴
露出的社会治理薄弱环节，在野
生动物保护、医疗卫生、市场监
管等领域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19
件。

推进平安山东建设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围
绕中心大局，推进平安山东、法治
山东建设方面又有哪些措施？

陈勇：近两年省检察院先后
出台6个服务意见、105条具体措
施，深入推进“一地一策”，基本
形成与“三大攻坚战”“八大发展
战略”相对应的司法保障体系。

去年，省检察院专门出台了
《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
障经略海洋战略实施的意见》，
组织开展了破坏海洋渔业资源
犯罪专项立案监督、“守护海洋”
检察公益诉讼专项活动，起诉破
坏环境资源犯罪2444人，办理环
保公益案件1705件，为海洋强省
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是检察
机关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重点。
去年，我们积极投入“三打”“三
治”“三清”专项行动，起诉非法
集资、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电信
网络诈骗等经济犯罪9058人，抗
诉或建议再审打“假官司”、损害

公平竞争案件329件。认真贯彻
少捕慎诉司法检察政策，依法对
涉罪民营企业人员不捕不诉
1207人，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
施59人。

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安全
稳定的社会环境、法治环境。去
年，全省检察机关批捕各类刑事
犯罪44559人，起诉110984人。对
随意高空抛物，威胁“头顶安全”
和粗暴干扰司机，妨害公共车辆
驾驶安全等行为，依法以危害公
共安全罪从严惩处28人。建议强
制医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101
人，监督收监执行判实刑未入狱
的罪犯110人。对挑头闹事、聚集
滋事、造谣生事，造成严重稳定
隐患的极少数人员，依法起诉
242人。

落实“三号检察建议”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中央财
经委发送了检察建议，被称为

“三号检察建议”，在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山东检察机关如何
创新贯彻落实“三号检察建议”？

陈勇：最高检“三号检察建
议”发出后，省检察院党组高度重
视，把不间断落实检察建议作为
年度工作重点和“重点工作攻坚
年”的重要任务。我们对2017年以
来我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金融
犯罪案件进行梳理，先后摸排相
关案件5107起、解剖典型案例53
件、形成专项调研报告18份。

通过分析发现，2017年以来
办理的金融犯罪案件呈现出罪
名集中等显著特点，非法集资类
金 融 犯 罪 案 件 占 比 达 到
38 . 81%。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研究后认为，非法集资类金融犯
罪已经成为破坏山东省金融管
理秩序的主要刑事犯罪，亟须源
头强化监管、堵塞漏洞，决定将
制发和落实相关检察建议作为
贯彻最高检“三号检察建议”、助
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
要手段。

今年3月12日，省检察院向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送达检察建
议书，就夯实主监管责任、加强
对民间资金引导、健全联动执法
机制等三个方面提出建议。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表示接受，当场就
加强协作配合、推动建议落地落
实与检察机关达成一致意见。目
前双方已经互通共享金融政策、
案件线索等信息93条，联合督导
案件3件，积极协调追赃挽损
2000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勇：

走在前列，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
实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保
障宪法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大责任。2019年
以来，山东检察机关加快推动法律监督主业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国两会期间，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山东
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勇。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山东泰山体
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卞志良一
直在为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言
献策。他今年的提案还是重点围绕体
育产业，包括加强民族体育品牌保护、
建设健身平台、常态化体质检测、推广
冰雪运动等建议。

卞志良提出，全民健身活动主要靠
群众自发或社会团体来组织，普遍存在
运动单一、运动效果低等问题，与人民群
众高质量的健身需求极不适应。

他认为，应该加速推进医体融合，
将运动医学纳入医学诊疗和医学教育

全过程。体育和卫生健康部门统筹指
导全国体育和医学机构开展合作研
究，建立完善针对不同人群、环境和身
体状况的运动处方库，发挥全民科学
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治理和康复
方面的积极作用。

卞志良建议，普及全民体质测试，
建立全民体质健康大数据，把智慧体
育与城市规划、社区规划以及校园设
计、家庭设计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全民
健身工程智慧智能化升级建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特派记者
黄翔 崔岩 发自北京

全国政协委员卞志良：

推进医体融合，普及全民体质测试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勇接受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 资料片

5月21日，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事务所合伙人兼山东主管合
伙人张国俊在京接受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采访。

此次参会，张国俊围绕废旧轮胎
回收利用、银行函证、推广车电分离、
促进电动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等问题提
出提案。

在张国俊委员看来，纯电动汽车产
业目前遇到的发展瓶颈，究其原因在于
最初的技术路径选择出现了问题。现有
纯电动汽车是车电一体化结构，电池是
消耗品，车体是耐用品，两者使用寿命不

均衡、不统一，两者捆绑降低了材料和资
源利用率，缩短了整车寿命，增加了消费
者的购买成本和使用的不便利性，是不
经济的结构方案。

在调研中，张国俊发现了一种车
电分离、电池标准化并共享的新型技
术方案，他认为这个方案将有助于电
动汽车的技术革新，张国俊建议有关
部门对此进行调研。他还建议，通过市
场化竞争，促进车企开展技术创新，从
而推动整个产业进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特派记者
黄翔 崔岩 发自北京

全国政协委员张国俊：

创新方案，促进电动汽车健康发展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