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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依法惩罚犯罪
数字：审结涉黑涉恶27件220人

2018年，全市法院认真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依法严惩各类涉黑涉恶犯罪，审
结案件27件220人，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 26人。称霸建筑市场、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生产经营的陈某等51人涉黑案件，是
公安部重点督办的全国22起案件和我省督
办的3起案件之一，涉及罪名13个，违法
犯罪事实 94起，经过 22天开庭审理，陈
某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为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严惩严重暴
力犯罪，全市法院审结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绑架等案件 735件，判处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882人；重拳惩
治多发性侵财犯罪，审结抢劫、盗窃、信
用卡诈骗等案件1828件，判处2193人。

坚定不移惩治贪腐，审结贪污、受
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 120件，判
处 141人；严厉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审
结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件
106件，判处 293人；规范减刑、假释工
作，裁定准予减刑、假释1045人，不予减
刑、假释23人，确保刑罚执行严肃公正。

关键词二：服务经济发展
数字：审结涉民营企业案件3870件

2018年，全市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下发《关于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展
的通知》，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
环境。

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10次，走访民
营企业家 300余人次，审结涉民营企业案
件3870件，妥善处理了商丘某铝业公司等
债权债务纠纷，既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又帮助企业盘活资产。

依法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受理破
产案件 44件，推动 15家企业有序退出市
场，帮助8家企业破茧重生。

依法服务创新驱动战略，大幅提高恶
意、重复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标准，审结
知识产权案件338件。

依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妥善审理银
行借款、担保、民间借贷等案件3816件。

关键词三：助推法治建设
数字：行政首长出庭率达53.39%

2018年，全市法院审结行政案件1673
件，依法解决了大量行政争议。

对因古城改造、高铁建设等引发的纠
纷，加大协调力度，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
解决，既保障重大行政决策顺利实施，又
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定期和行政机关召开座谈会，提出规
范行政执法的意见建议，服务政府职能转
变和“放管服”改革。

各级政府大力支持行政审判工作，建
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登记通报制度，行政
首长出庭率达 53.39%，形成了“官民同
堂”的新常态。

关键词四：切实保障民生
数字：为3239名农民工追回血

汗钱5000余万元

2018年，全市法院持续推进立案登记
制改革，当场立案率达 98.25％；积极开
展“网上便民法院”建设，大力推进网上
立案、网上缴费、远程视频接访，让“数
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把“群众跑
腿”变成“信息跑腿”。

积极推行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
快慢分道，侧重专业化审判需要，建立专
业化审判团队，探索由 20％的人员办理
80％的简单案件，80％的人员办理20％的

复杂案件，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适用
率达83.2%。

严格落实“三·五”基层工作日制
度，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妥善处理涉及土
地承包、土地流转、征地补偿、贫困人口
抚养、医疗等纠纷，审结案件3993件；优
化家事审判方式，探索离婚案件冷静期、
判后跟踪回访等制度，全年受理家事案件
10361件，调撤率达到 70％以上，宁陵县
人民法院和虞城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工作
走在全省前列；针对农民工讨薪难，持续
加大工作力度，为3239名农民工追回血汗
钱5000余万元。

用实际行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重点关注偏远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开展

“送法进校园全覆盖工程”，受教育学生、
家长、老师3万余人（次）；开展“校园欺
凌和暴力侵害专项治理活动”，净化校园
环境，审结案件39件；坚持判后帮教，回
访帮教 309 人 （次），帮助 27 人顺利毕
业、76人实现就业，重新融入社会。

关键词五：聚力执行攻坚
数字：执结案件67156件，执
结率95.18%

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维护法
律尊严，全市法院全力以赴、攻坚克难，
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

不断规范执行工作，全面推行执行案
件全流程网上办理，执行行为全程留痕，
执行过程实时监控，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
案件及时执行完毕。严格“终本”案件管
理，未穷尽执行手段、未采取限制高消费
措施的，一律不能终结执行。推行网络司
法拍卖，提高透明度，有效祛除拍卖环节
暗箱操作。

从运行机制看，执行模式发生着明显
的变化。全市法院着力解决查人找物难
题，建成网络查控系统，与 21家商业银行
3300多个营业网点实现网络查询、冻结、划
拨。严厉打击规避执行行为，三年来，共有
16190人被纳入失信黑名单，5517人被公开
曝光，2132人被拘留，304人被判处刑罚，让
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共 受 理 执 行 案 件 70555 件 ， 执 结
67156件，执结率 95.18%，较好完成了最
高法院提出的“三个90％、一个80％”基
本解决执行难核心指标。

市委改革办选送的柘城县积极探索法
院执行机制改革案例，获中国改革年会表
彰，系全国法院系统入围的唯一执行改革
案例。全市 76件涉党政机关案件全部执
结，这是我市党政机关落实全面依法治
国、带头维护法治权威的集中体现，受到
省法院通报表扬。

市委书记王战营等市领导就执行工作
作出专门批示，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
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市人大出台《关
于支持人民法院推进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
见》，市政协把执行工作作为评议法院工
作的重要内容，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由16
个职能部门参加的“基本解决执行难”联
动工作领导小组，各县（市、区）均出台
支持解决执行难文件，市“四大班子”领
导亲临法院督战动员，参与执行，为“基
本解决执行难”提供坚强保障。

全市法院连续三年开展“春季惊雷”
“夏季飓风”“中秋雷霆”“严冬风暴”等专项
活动，形成强大声势，彰显法律权威。全媒
体直播执行活动，生动展现“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艰辛和成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十分关心执行工作，积极帮助解决问题和
困难，部分代表、委员现场见证执行，为全
市法院执行工作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关键词六：深化司法改革
数字：审判流程管控节点提高到

204个

全市法院从法官员额制改革入手，锐
意改革，不断创新，营造审判执行工作新
态势，推动审判权科学运行。

在 2017 年首批遴选 69 名员额法官、
基层法院遴选 326名员额法官的基础上，
2018年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增补员额法官 8
名、基层法院增补53名，全部充实到办案
一线，以员额法官为核心的新型审判团队
全部组建完毕，真正“让审理者裁判、由
裁判者负责”。

从创新监管方式入手，坚持放权与监
管统一。细化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和监督
权限，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
会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敏感案件的
审判监督作用，实行通过全程留痕的方式
行使审判监督管理权。不断强化程序监控
和节点管理，审判流程管控节点由20多个
提高到 204个，立案、排期开庭、审理期
限变更、结案等主要节点全部由流程管理
系统控制，促进法官严格依规办案。

从信息化建设入手，依靠科技力量提
质增效。积极推进智慧法院建设，网上办
案水平不断提升，裁判文书覆盖率、信息
录入完整度、电子印章使用率等高于全省
法院平均水平；持续推进审判流程、庭审
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
建设，将审判工作置于当事人和社会公众
的直接监督之下。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全市法院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文书累计 269823篇，
在互联网直播各类庭审 13755次，公开审
判流程 22760件，公开率达99.98％。

关键词七：狠抓队伍建设
数字：开展审务督察70余次

筑牢防线，不碰红线，守住底线，架
起高压线……2018年，全市法院严格落实
党风廉政主体责任，直面问题，扎紧篱
笆，不断改进司法作风和工作作风。

狠抓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开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大学习、大讨论，举办辅导班、培
训班 6次。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
进行讨论反思，结合工作岗位对标找差，
深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讲政治
的要求体现在不折不扣贯彻中央、省委、
市委决策部署上，落实到依法公正高效办
好每一起案件上。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深化“以案促改”活动，以
身边人、身边事为镜，警示干警汲取教
训、守住底线；扎紧制度“篱笆”，制定
加强审限管理和审判执行工作等规范性文
件，消除廉政风险点；综合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开展审务督察70余次，提醒
谈话73人次，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

常态；坚持刀刃向内，对违反纪律的17名
干警给予党政纪处分。

狠抓司法能力建设，按照革命化、正
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要求，着力强素
质提能力。实行“四个一”教育工作机
制：每月一期法律大讲堂，邀请专家学者
讲授法律知识；每季度一期“法官沙
龙”，及时研讨审判热点问题；每年一次
业务考试，以考促学、以学促用；每年一
次集中培训，组织业务骨干赴北京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封闭学习，开拓视
野，提升能力。

关键词八：主动接受监督
数字：听取代表委员意见1300
余人（次）

全市法院牢固树立“监督就是支持，
监督就是促进，监督就是帮助”的理念，
主动接受监督，促进了法院各项工作的发
展。

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法院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市委决议决定，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
示报告制度，凡重要工作、重大事项、重
点案件及时向市委请示报告，向市人大、
市政协报告。

2018年，分别就中院党组工作、执行
工作向市委专题报告，就刑事审判工作向
市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围绕保护民营企
业合法权益接受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
主动接受市政协民主评议，及时制定并落
实整改措施；拓宽联络渠道，利用“商丘
天平之声”微博随时推送法院工作动态，
微信每天推送法院工作信息，手机报每周
报告法院重点工作；不断拓宽接受监督形
式，通过集中走访、邀请代表委员旁听庭
审、评查案件、见证执行等方式，听取代
表委员意见 1300余人 （次）；严格建议、
提案办理程序，公开办理过程，及时反馈
沟通，办结建议、提案109件。

新时代，新要求；新形势，新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市法院已经奏响了

“集结号”。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
院长陈殿福代表全院干警郑重承诺：“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作用，务实重干、奋发有为，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商
丘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八大关键词“数读”法院成绩单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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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122712

件 ， 审 结 、 执 结 111046 件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2.18％、10.18％，分别位居全省法院第五名和第

四名。员额法官人均收案 320 件，结案 289.7 件，

分别位居全省法院第三名和第四名。其中，市中级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0920件，审结、执结9926件，

结案率90.90％……

用数字来说明问题最为形象，这组数字生动地

概括了全市法院一年来审判、执行工作部分成果，

也是全市法院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励精图治、

奋力拼搏的一个缩影。

2018 年，全市法院在市委正确领导、市人大

有力监督、市政府大力支持、市政协民主监督和社

会各界共同关心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市委五届六次、七次

全会部署，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始终坚持服务大

局，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马上办、抓落实，审判执行质量、效率、效果稳步

提升。

核心提示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会，传达贯彻全省法院工作会议精神。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全市法院工作会议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法律大讲堂

法官沙龙

组织业务骨干到高校学习

表彰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