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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
受理案件

38498件

审结案件

34481件

上升

10 . 7%
上升

8 . 2%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3156 . 7万件

审结、执结2902 . 2万件

结案标的额6 . 6万亿元

12 . 7%
15 . 3%
20 . 3%

分别同比上升 ⅳ
去年审结一审

刑事案件

129 . 7万件

判处罪犯

166万人

审结涉黑涉恶
犯罪案

12639件

83912人

●
建
设
平
安
中
国

●高压惩治腐败
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 . 5万件

2 . 9万人

其中被告人原为中管干部的27人

●依法裁定特赦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

依法裁定特赦罪犯23593人

●保护民生
及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2004份
审结校园欺凌相关案件4192件
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106 . 6亿元

审结各类涉疫案件2736件

2019年全年办理
各类案件

3146292件

上升

9 . 7%
批捕各类

犯罪嫌疑人

1088490人

连续7年提及冤错个案
1388人宣告无罪
最高法报告彰显推动司法公正的决心

“醉驾”取代盗窃
成刑事追诉第一犯罪
最高检报告首次“数论”20年刑事犯罪变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崔岩 黄翔 杨璐 杜亚慧

再审改判1774件刑事案件
宣告1388人无罪

“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
判刑事案件1774件。山东等法院依法纠正
张志超等重大冤错案件。”今年报告中，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再一次提到冤错案
件，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梳理资料发
现，这已经是自2014年以来，最高法工作
报告连续7年提及典型冤错个案。

报告指出，审结国家赔偿案件1.8万件，
保障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坚持罪刑法定、
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依法宣告637名公诉案
件被告人和75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

纠正冤假错案，人民法院一直坚持实
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从2014年的张氏
叔侄强奸杀人案，到2015年呼格吉勒图故
意杀人、流氓罪案，再到陈夏影绑架案，陈
满故意杀人、放火案等，最高法工作报告连
续多年不避冤错案件，也释放了尊重事实
的司法自信，彰显推动司法公正的决心。

记者注意到，冤错案件并不仅仅是写
入报告形式上这么简单，而是为避免再发
生的制度性努力。今年最高法报告提到，
将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全面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会同司法部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
全覆盖，保障律师依法履职。

首次提到“数字经济”

仔细阅读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还注意到
了诸多亮点。

比如，报告结合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专门将人民法院战疫情况单列出来。报告
显示，各级法院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维护
稳定等工作，审结各类涉疫案件2736件；
严惩侵害医务工作者人身安全和人格尊
严犯罪，保护抗疫中负重前行的“最美逆
行者”；坚持审慎善意文明司法，积极为中
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运用远程立案、网上
审判等。

今年最高法工作报告中，还首次提到
了“数字经济”，介绍人民法院如何服务数
字经济的发展。疫情防控期间，传统经济
受到较大冲击，而数字经济却在精准抗
疫、有序复工、促进消费等方面展现出强
劲活力。周强说，“司法要为数字经济营造
竞争中性、开放包容的环境。各级法院依
法妥善审理涉新交易新模式新业态案件，
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新动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杨璐 崔岩 黄翔 杜亚慧

3700余人涉疫情犯罪被批捕

今年的报告专门把检察“战”疫情况
单列为一部分。报告显示，2020年2月至4
月，共批准逮捕涉疫刑事犯罪3751人、起
诉2521人，办理涉口罩等防护物资监管、
医疗废弃物处置、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公
益诉讼案件2829件。对情节轻微的涉疫
犯罪落实从宽政策，依法不批捕576人、
不起诉117人。

多个办案数据首次披露

今年报告首次全口径披露了全国检
察机关办案总数，包括审查逮捕、审查起
诉数，刑事、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数等。

报告显示，2019年，检察机关全年共
办理各类案件 3 1 4 6 2 9 2 件，同比上升
9 . 7%。其中，审查逮捕案件935432件，审
查起诉案件1413742件，刑事、民事、行政
申诉案件 2 5 8 5 2 0 件，公益诉讼案件
1 2 6 9 1 2 件，诉讼活动违法监督案件
411686件。

刑事、民事、行政申诉数是首次出现，
以往的报告主要披露的是申诉案件中提

出抗诉和检察建议的数字。根据报告，
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刑事、民
事、行政申诉案件258520件。受理民事申
诉案件142203件，同比上升23 . 9%。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数也是首次使
用，与批准逮捕数和提起公诉数比，多了
检察机关审查后决定不批捕和不起诉数。
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审查逮
捕案件935432件，审查起诉案件1413742
件。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
捕191290人、不起诉41409人。

报告分析了20年来的刑事案件变化
情况，这种大跨度的历史纵向分析，是第
一次出现在最高检的工作报告中。20年
数据“有降有升”。报告显示，1999年至
2019年，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
16 . 2万人降至6万人，年均下降4 . 8%;被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比从
45 . 4%降至21 . 3%。

新类型犯罪增多，“醉驾”取代盗窃成
为刑事追诉第一犯罪，扰乱市场秩序犯罪
增长19 .4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增长
34.6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增长56.6倍。

报告指出，严重暴力犯罪及重刑率下
降，反映了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好转，人民
群众收获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新型危害经
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上升，表明社会治理
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内涵有
新期待。

去年以来，人民法院做了哪些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5月25日下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5月25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今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为近年来篇幅最短，但承载的
内容很丰富，而且首次纵向大跨度对比分析20年来刑事案件的变化情况。

“聪明的外商不会放弃中国市场”
外资外贸、5G、中央环保督察……第二场“部长通道”热点多信息量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范佳 陈晨
张泰来 刘云鹤

5月25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后，“部长通道”再次开
启，商务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三位部长
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就外贸、5G
应用、环境保护等问题进行解答。

关于如何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商务部

部长钟山表示此事事关重大。从外贸看，最主
要是稳住外贸主体，党中央、国务院从财政税
收、金融保险、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给需要的
企业以帮助、支持。钟山说，随着我国营商环境
的改善、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我们相信，
聪明的外商一定不会放弃中国庞大的市场。”

针对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中出现中国
政府限制抗疫物资出口的声音，钟山回答
说中国没有对医疗物资出口进行限制，“我

们是开放的。”
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问题，工信部

部长苗圩说，今年疫情发生以来，中央政府
制定了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措施。具
体来说，把原来年底到期的新能源汽车购置
补贴和免征购置税这两项政策延迟两年，以
恢复汽车产销增长。从目前情况看，今年4月
的汽车产量已基本达到去年同期水平。

苗圩在回复5G应用问题时谈道，“现

在，每周中国都要增加 10000多个 5G基
站。”苗圩说，仅4月份，5G用户就增加700
多万，累计用户已经超过3600万。

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生态环保工
作，履新不久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
示，按照问题精准、时间精准、区位精准、对
象精准、措施精准五个精准统筹好疫情防
控和精准治污，“今年还会启动第二轮第二
批中央环保督察。”

●扫黑除恶
◎直接挂牌督办107起重大案件

◎起诉涉黑犯罪30547人
涉恶犯罪67689人

◎起诉“保护伞”1385人

●反腐

◎受理各级监委
移送职务犯罪

24234人
◎已起诉

18585人

◎对16名原部级

干部提起公诉

●民生
◎起诉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62948人

◎起诉伤医、聚众扰医等涉医犯罪

1637人
◎立案侦查司法人员徇私枉法、

刑讯逼供等犯罪871人

●严重暴力犯罪及重刑率下降(1999年—2019年）
◎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6 . 2万人降至6万人，

年均下降4 . 8%
◎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上升
◎“醉驾”成为刑事追诉第一犯罪

起诉

181880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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