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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中央政法工作会
议15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

化，加快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政
法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忠诚
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锐意改革创新，履行好维
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不断谱写
政法事业发展新篇章。 （下转04版）

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面深入做好新时代政法各项工作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
者 刘佳 刘春华 任鸿）1月16日下
午，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
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
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选举办法、四川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增设社会建设委
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更名为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的决定，以及关于
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
成员人选表决办法，听取了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省高级人
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大会应出席代表885人，847
名代表出席，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彭清华，
本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陈文华、杜
抗战、胥纯、谷运龙、李康、达久木
甲、孙云、陈云川、马红及大会主席
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陈文华主
持会议。

尹力、柯尊平、邓小刚出席会
议。

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托，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新初作省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黄新初说，
2018年是本届省人大常委会依法
履职的第一年。在省委坚强领导

下，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围绕省委决策部署，大
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创新工作思
路，强化责任担当，依法履行职权，
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 26
件，批准市州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
治地方单行条例38件，听取和审
议专项工作报告16个，开展执法
检查4次，听取和审议政府报送的
重大事项报告6项，作出决定决议
6项，依法任免和批准任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161人次，顺利完成省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各项
任务。努力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法
治保障作用有效发挥；着力完善监
督机制，监督工作更加有力；依法
行使决定权任免权，党的主张和人
民意志充分体现；大力支持代表依
法履职，代表工作进一步深化和拓
展；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依法履职
能力不断增强。

关于2019年的工作，黄新初
说，省人大常委会将以深入推进

“四讲四有”人大建设为抓手，自觉
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加强和改进立

法、监督、决定、任免和代表等各项
工作，凝聚和激发各方面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努力为新时代治
蜀兴川贡献人大力量。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
向大会报告工作时说，2018年，省
法院牢牢把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工作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
严格公正司法，服务更高水平法治
四川平安四川建设；践行司法为民
宗旨，回应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纵深
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审判体系和审
判能力现代化；坚持全面从严治院，
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法院队伍；
积极主动接受监督，不断改进法院
工作。全省法院共受理案件
123.91万件，审、执结112.51万件，
同比分别上升10.92%、7.89%。在
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开
展打击非法集资专项审判，审理集
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
案件413件917人；从产权保护等
方面制定40条措施，依法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依法审理各类知识产权
案件6996件。今年，工作要在服务
经济发展大局上有新成效；在营造
治蜀兴川良好法治环境上有新作

为；在民生司法保障上有新举措；在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上有新突破；在
加强自身建设上有新气象。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键在
报告检察院工作时说，2018年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转
型发展、创新发展的开局之年。
全省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全力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
安全，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依法保障和促进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创新推进检察工作与脱
贫攻坚深度融合，助力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纵深推进禁毒防艾
工作，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积
极履行公益诉讼职责，切实提高
诉讼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积
极稳妥推进各项改革，从严从实
加强自身建设，自觉接受人大及
其常委会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政协民主监督及社会监督，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今年，全省检
察机关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
推动全省检察工作进一步转型发
展、创新发展，为四川决胜全面小
康、建设经济强省，推动治蜀兴川
再上新台阶作出新的贡献。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1月16日上午，省委书记彭
清华来到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甘
孜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
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彭清华在讲话中指出，甘孜州要坚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
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切实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持续用
力抓好藏区依法治理、经济社会发展
和保障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川西北生
态示范区建设，努力走出特色鲜明的
民族地区绿色发展新路子，为推动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积极贡献。

省委副书记邓小刚参加代表团
审议。

会上，省人大代表刘成鸣、肖友
才、罗林、王雪丹、益西拉西、泽旺吉
美、更登泽郎先后发言，结合各自工
作实际，谈感受、说变化、提建议。大
家认为，2018年是四川改革发展历程
中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
宏观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省委、省政府坚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
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攻坚克
难、拼搏实干，推动各项事业取得了
新成绩，治蜀兴川打开了新局面。大
家纷纷表示，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再鼓干劲、
狠抓落实，全力以赴把习近平总书记

为四川发展作出的总体擘画一步一
步变为更加美好的现实。

彭清华在讲话中表示赞成政府
工作报告和计划报告、预算报告。他
指出，甘孜州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和

“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省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
局中肩负着建设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的
使命。要牢牢守住社会稳定和生态环
境“双底线”。坚持依法治理、主动治
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持续
防范化解各类问题隐患，扎实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努力建设和谐藏区；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入实施
重点生态工程，加强地质灾害排查治
理，创建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区，努力建
设美丽高原。要做到精准脱贫攻坚和
保障改善民生“双加强”。坚持把脱贫
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
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聚焦深度贫困乡镇，扎实
抓好住房、产业、就业、教育、医疗等重
点工作，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任
务；认真办好藏区民生实事，继续开展
十五年免费教育和“9+3”免费职业教
育，织密织牢城乡低保、社会福利、社
会救助等民生网。要强化基础设施建
设和推动产业发展“双支撑”。加快推
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形成
内联外达通道，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
源等绿色生态经济，建好用好飞地园
区，做大做强全域旅游，不断推动甘孜
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下转02版)

制定15项措施
服务自贸区建设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去
年四川提出全力推动形成“四向拓
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

省高级人民法院服务保障开
放发展，紧密对接“一带一路”建
设，加强涉外案件审判，全年审理
涉外民商事案件198件，平等保护
涉外、涉港澳台当事人合法权益。
出台审判指导意见，制定15项措施
服务自贸区建设。成立了全国首
家以省域自由贸易试验区冠名的
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涉自贸区工程
建设、投资、运输等纠纷案件4962
件，为促进四川开放合作营造公平
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

在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2018年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
打击非法集资专项审判，审理集资
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案
件413件917人。营造法治化营
商环境，审理企业破产案件531
件，泸天化等10余家企业通过重
整走出困境。依法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从产权保护等方面制定了
40条措施。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依法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6996
件，依法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
575件，审理商标侵权刑事案件
126件268人。

在乡村振兴方面，制定24项
措施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严厉
打击破坏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等犯
罪行为，助推乡村绿色发展。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彭清华尹力柯尊平邓小刚出席 黄新初作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王树江冯键分别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彭清华在参加甘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扎实推进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建设
努力走出特色鲜明的民族地区绿色发展新路子

邓小刚参加审议

“安全”摆在第一位，2018年省
人民检察院对国家政治安全、公共
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全力
维护。坚决打击涉枪、涉爆、通过故
意撞车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
罪，批捕694人，起诉2351人。对
网络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问
题加强监督，批捕电信网络诈骗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662人，起
诉 787 人，同比分别上升 5.2%和
38.1%；批捕制售伪劣商品犯罪239
人，起诉309人。依法打击传销、非
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和“校园

贷”“套路贷”新型犯罪，批捕838
人，起诉1400人。

针对把持基层政权、垄断农村
资源、欺行霸市、经营“黄赌毒”等
11类黑恶势力犯罪，2018年省人
民检察院共摸排涉黑恶犯罪线索
208条，提前介入引导侦查630件，
批捕2345人，起诉2227人。其中，
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221人，同比上升426.2%。

坚持严惩性侵、拐卖未成年人
犯罪，2018年批捕641人，起诉697
人，同比分别上升16.1%和28.4%。

省高院工作报告披露

12.08万人被纳入失信名单
1月16日，省十三届人大
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王树江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一如既往
地贯穿法院全年工作。根据报告，在
刚刚过去的2018年，省高级人民法院
共受理案件1.97万件，审、执结1.42
万件；全省法院共受理案件123.91万
件，审、执结112.51万件，同比分别上
升10.92%、7.89%。

省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

批捕“校园贷”等
新型犯罪838人

2018年，省高级人民法院决
战基本解决执行难。完善与银行、
公安等共享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
逐步实现被执行人财产“一网打
尽”，同时，不断加大失信联合惩戒
力度，让失信者处处受限。全省
12.08万人被纳入失信名单，限制
高消费23.19万人次，司法拘留
4086人，判处拒执罪犯114人。

在民生权益保障方面，去年审
理劳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纠
纷4.50万件，为农民工等追回“血
汗钱”16.53亿元。严厉打击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审理案件191
件。开展打击出售个人信息、电信
诈骗等网络犯罪专项审判，审理案
件274件。严惩校园欺凌、校园不
良网络借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促进

营造安全健康文明校园环境。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省高

级人民法院与省监委、检察院、公
安厅联合出台证据指引，统一法律
适用标准，切实提升打击精准性。
审理横行乡里、欺行霸市等群众反
映强烈黑恶势力犯罪211件1498
人。严厉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

“关系网”，审理案件12件18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谢燃岸 李媛莉

审理黑恶势力犯罪211件1498人

1月16日，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键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这份“年度总结”显示，2018年全省检察院共受理各类
案件211092件，同比上升7.9%。其中，受理各类民事行政监督案件
5323件，同比上升8.4%；批准和决定逮捕43003人，同比上升1.7%；
起诉71208人，同比下降2.4%；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1452件，同比
上升3.4%；对法院裁判提出抗诉534件，同比下降1.1%；对侦查机
关、审批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及其他机关或者单位提出纠正违法、检
察建议等监督意见15727件，同比上升4.8%。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谢燃岸

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保障和促进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单科成绩”同
样显著。在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
和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中，批捕金融诈骗、合同诈骗、强迫
交易、串通招投标、职务侵占、挪用
资金等犯罪728人，起诉1192人。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省人民检
察院联合7部门出台知识产权领域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5项工作

制度，批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84
人，起诉322人。

助力打好脱贫攻坚战。省人民
检察院将脱贫攻坚领域作为办案重
点，批捕该领域黑恶势力犯罪86
人，起诉49人；起诉扶贫领域职务
犯罪45人；办理支持弱势、困难当
事人起诉讨薪、追索抚养费赡养费
等案件661件，同比上升61.6%，帮
助其实现赔偿、补偿经济诉求4300
多万元。

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批
捕污染环境、非法采矿、非法捕捞、
盗伐滥伐等各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390人，起诉1296人，同比分别上
升19.3%和 12.6%。其中，批捕污
染环境犯罪73人，起诉95人，同比
分别上升43.1%和31.9%。

民生问题是监督重点
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和网络安全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批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8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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