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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惩处93人，追究刑责44人

报告中提到全省法院积极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出台服务保障疫情防控的10项
措施，发挥审判职能，对哄抬物价、造谣传
谣、制假售假的93名被告人依法惩处。对
拒不配合防疫检查、殴打防疫人员、妨害
传染病防治的44名被告人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2 . 2万名干警深入社区参与防控。

应对疫情带来的变化，全省法院健全
完善“一网通办”诉讼服务体系，便利当事
人远程网上立案、调解、参与诉讼、领取案
款等。去年全年全省法院网上立案208 .2万
件，其中20%的立案登记在8小时工作时间
以外完成，实现了由原来大厅叫号排队立
案向足不出户在线立案的转变。完成电子
送达430 .4万次，送达用时由原来平均15天
转变为一键送达，网上委托鉴定5 . 3万件，
鉴定周期同比缩短30天，送达、鉴定两大难
题得到明显缓解。网上发放执行款449 .2亿
元，网上开庭审理案件7 .3万件。

全省法院倡导“同舟共济抗疫情，互
谅互让解纠纷”，引导当事人协商和解、共
渡难关。48 . 1万件民商事案件以调解或撤
诉方式结案，占一审结案总数的49 . 4%。审
结涉疫情纠纷案件23 . 8万件，同比上升
18 . 7%。报告中还列举了一个具体案例，威
海鸿宇医疗器械公司处于破产阶段，鉴于
疫情形势日趋严重，2020年1月27日，威海
经济开发区法院紧急许可该公司恢复生
产，口罩日产能从2 . 4万件增至10万件，既
顺利完成省级应急物资紧急调拨任务，又
使7家关联企业合并重整成功。

三年审结一审
涉黑涉恶案件1284件

扫黑除恶三年攻坚任务圆满完成。
2018年以来审结一审涉黑案件177件2159
人，涉恶案件1107件6865人，判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2525人。综合运用财产刑、追
缴、没收违法所得等手段，判处财产刑
44 . 2亿元，已执行到位33 . 6亿元，彻底铲
除了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

依法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犯罪，审
结相关案件44件83人，斩断黑恶势力的利
益链条。向有关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移交

涉案线索1171条，提出司法建议1072条。
对横行一方海域的张大伟等26人、王雷等
33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渔业生产清
障。对长期把持基层政权、欺压残害百姓
的唐金文等29人、张宸等37人、韩邦峰等
43人，依法判处刑罚，为基层选举正风。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审结
一审故意杀人、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
3236件，同比下降24 . 3%。依法惩处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犯罪，审结李文国生产销售注
水猪肉、吴守虎生产销售假药等案件560
件，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依法惩
处醉酒驾驶、交通肇事犯罪，审结相关案件
3 .3万件，判处罪犯3 .4万人，保障人民群众
“出行中的安全”。依法惩处“校园贷”、校园
欺凌等犯罪，严惩侵害教师合法权益的违
法行为，斩断伸向校园的黑手。制定非法集
资、贷款诈骗等类案指引，审结涉众型经济
犯罪案件4004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帮
助百姓守好“钱袋子”。

坚决惩治贪腐犯罪。保持“打虎”“拍
蝇”高压态势，审结一审贪污贿赂、渎职等
职务犯罪案件597件776人。加大对行贿犯
罪惩治力度，审结一审行贿、介绍贿赂案
件42件63人。

法院文书公开数量
居全国法院第一

2020年，全省法院积极推进法治山东
建设。审结一审行政案件2 . 7万件，审查
行政非诉案件2 . 1万件，依法支持“放管
服”改革，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审理
城建拆迁、土地资源等案件8990件，依法
保障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鲁南高铁等重点
工程、重大项目建设。

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工作，坚持以案
普法、以案释法，全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196次，发布各类案例968个。全省法院
文书公开数量居全国法院第一位，省法院
司法透明度指数居全国高院第二位。

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制定审判
执行全环节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12项措
施，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十大典型案例。
审结金融借款、民间借贷等案件23 . 3万
件。青岛法院审结海尔消费金融公司小额
贷款纠纷3 . 7万件，为当事人挽回损失
1 . 3亿元。审结破产案件1875件，盘活土
地资源5 . 7万亩，化解不良资产1582亿
元，妥善安置职工6 . 5万人。实行破产案
件繁简分流，简易快速审理的案件平均用
时缩短至100天左右，最短34天。

省法院：

全省网上立案
208 . 2万件

省检察院：

批捕刑事犯罪
211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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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干扰、破坏抗疫
刑事犯罪352人

报告中提到，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
年，面对疫情，全省检察机关为夺取抗疫
斗争重大战略成果恪尽检察职责，出台涉
疫检察服务意见举措632项。

依法护航战疫抗疫。重拳惩治干扰、破
坏抗疫的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监督立案11
人、批捕162人、起诉352人。突出打击抗拒
疫情防控，妨害公务、寻衅滋事、妨害传染
病防治等犯罪48人，大疫面前不容任性；从
快批捕哄抬物价、借疫诈骗、制售假冒伪劣
抗疫物资等犯罪123人，对发“疫情财”、赚

“黑心钱”零容忍；从重惩处伤医扰医犯罪
101人，不让最美的天使流血流汗又流泪。

悉心服务复工复产。共提前介入涉企
刑事案件249件，办理涉企监督案件807
件，起诉侵害企业权益犯罪744人，开展企
业人员犯罪羁押必要性审查119人次，建
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117人。

积极应对大战大考。根据疫情形势变
化，适时调整检察办案、办事方式，创新开
展远程提讯、出庭、会商案件、巡查监管场
所5 . 4万件次，防范案件延误、超期。网上
受理答复群众信访6648件次，办理律师远
程阅卷1077件次。

严惩洗钱犯罪33人
涉案金额6 . 2亿元

过去一年，全省批捕各类刑事犯罪
21193人，起诉81761人。着力打赢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紧扣三年为期目标，检察环
节案件全部依规按时结清。三年共监督立
案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黑恶犯罪121人，
追加认定黑恶案件166件；批捕4986人、起
诉9594人、追捕追诉1462人，还社会一片
净土，给百姓一个安宁。

聚焦脱贫攻坚，全省检察机关起诉扶
贫领域“蝇贪”“蚁贪”19人，斩断伸向扶贫
款物的“黑手”。聚焦金融安全，加大反洗
钱力度，严惩洗钱犯罪33人，涉案金额
6 . 2亿元。聚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对
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保护，依法
对涉罪民营企业人员不捕不诉1082人。

对26起反击不法侵害行为
依法认定正当防卫

去年，全省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对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捕不诉8303人。
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2236
人。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1068件。

应用尽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使
83607名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同比上升
25 . 9%。依法惩戒挑战道德底线、损害公
序良俗行为，起诉虐待、遗弃、家庭暴力、
涉黄涉赌等犯罪2104人。依法维护群众朴
素正义观，淄博、潍坊等地检察机关对26
起反击不法侵害行为依法认定正当防卫。

更加注重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检察作
用，受理监委移送涉嫌职务犯罪922人，已起
诉755人，其中原省部级2人，厅局级14人。更
加注重对检察权制约监督，公开案件信息
14.4万件、法律文书7.5万份，公开率100%。

2月4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
甲天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0年，全省法院新收案件217 . 6万件，结案221 . 2万件，
其中省法院新收案件2 . 5万件，结案2 . 4万件。

2月4日上午，山东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山东会堂举行，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陈勇在会上作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显示，全省检察机关聚焦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去年依法对涉罪民营企业人员不捕不诉1082人。

这些典型案例被写进省检察院工作报告
在今年的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

提到了2020年全省检察机关办理的多起
典型案例。

1 .外省务工人员马某因疫情防控滞留
青岛，工厂停工，生活无着，多次潜入救灾
帐篷盗窃食品。检察机关受案后，兼顾国法
天理人情，依法决定不予起诉，同时磨嘴跑
腿，帮助安置工作，凸显灾疫无情法有情。

2 .德州某民营企业负责人因非法组
织外籍人员入境务工被羁押，企业受疫情
和办案双重冲击，停工停产，濒临倒闭。检
察机关及时介入、认真审查，依法建议对

其取保候审，使企业顺利复工、重回正轨。
3 .安某某等44名农民工被拖欠薪酬58

万元，历经7年讨要没有解决。滨州检察机
关受理申诉后，依法支持起诉，给疫情期
间生活困难的农民工送去“及时雨”。

4 .威海渔民郭某某等10人休渔期非
法捕捞，破坏海洋生态。检察机关在惩治
犯罪的同时，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督促郭
某某等人增殖放流鱼苗960余万尾，央视
等权威媒体现场直播，收到办理一案、治
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 杜亚慧 张泰来 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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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护航战疫抗疫噪
重拳惩治干扰、破坏抗疫的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监督立

案11人、批捕162人、起诉352人

噪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噪
三年共监督立案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黑恶犯罪121人，

追加认定黑恶案件166件；批捕4986人、起诉9594人、

追捕追诉1462人

噪聚焦脱贫攻坚噪
起诉扶贫领域“蝇贪”“蚁贪”19人

2020年全省法院收案217 . 6万件，结案221 . 2万件

噪出台服务保障疫情

防控的10项措施

噪对哄抬物价、造谣

传谣、制假售假的93
名被告人依法惩处

噪对拒不配合防疫检查、殴打防疫人

员、妨害传染病防治的44名被告人依

法追究刑责

噪三年审结一审涉黑案件

177件2159人，涉恶案件

1107件6865人，判处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2525人

噪审结一审故意杀人、抢劫等严重刑事

犯罪案件3236件，同比下降24 . 3%。

5 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噪审结一审贪污贿赂、

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

597件776人

噪审结金融借款、民

间借贷等案件23 . 3
万件

2020年全省批捕各类刑事犯罪21193人，起诉81761人

噪聚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噪
依法对涉罪民营企业人员不捕不诉1082人

噪聚焦金融安全噪
严惩洗钱犯罪33人，涉案金额6 . 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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