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4 2021年2月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凃秋晨 版式：陆洋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

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2020年，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省
委、最高人民法院决策部署和省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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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高质量
司法实践，以为民司法书写忠诚，以公正司法诠
释担当，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为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全省
法院受理案件202.5万件，审执结179.6万件，同
比分别下降 10.4%、9.6%；省法院受理案件
33705 件，审执结 18214 件，同比分别上升
25.7%、11.2%。

一、强化司法应对，服务保障夺取“双
胜利”

全省法院共组织11.8万人次投身抗疫一线，
参与依法防控。省法院组织疫情应对专题调研，
出台19份审判业务文件，加强常态化应对的分
类指导。一审审结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
谣等犯罪案件827件，5个案例入选全国法院惩
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一审审结涉疫
情民事、行政案件2847件，4个案例入选全国法
院服务保障复工复产典型案例。依法保护市场
主体，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促进56家企业摆
脱困境。妥善审理涉教育培训、房屋租赁等案
件，合理平衡当事人利益，引导各方共担风险、共
克时艰。全省法院网上立案62.1万件，网上开庭
7.7万件，网上调解5.1万件，网络查控109.1万件
次。省法院研发全国首个庭审小程序“互联网开
庭”，与省公安厅在全省推广驻看守所科技法庭，
有效破解刑事被告人“出不来、进不去”的开庭难
题。南通中院研发“支云”在线庭审系统，被最高
人民法院安装应用，成为援助湖北的三个信息化
建设项目之一。

二、依法惩治犯罪，推进更高水平平
安江苏建设

决战决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来，全
省法院以雷霆之势推进扫黑除恶，一审审结涉
黑涉恶案件1125件，判处8063人；集中攻坚大
案要案，树牢铁案意识，5件全国扫黑办挂牌督
办案件全部审结，圆满完成“案件清结”任务。
开展“黑财清底”专项执行，执结1656件，执行
到位29.5亿元。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依法严惩、

“打财断血”等17项制度机制，推动堵漏建制、
长效常治。

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一审审结刑事案
件 7.7 万件，其中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案件
4999件。依法判处“28年前南医大女生被害
案”“马氏兄弟暴力抗法案”“单正龙奸杀女童
案”被告人死刑，依法惩处“多次从楼顶抛重物”

“生猪检疫徇私舞弊”“单手飙车时速超250公

里”等犯罪行为。一审审结“3·21”爆炸事故案，
依法惩处53名被告人和7个被告单位。建立安
全生产案件必发司法建议制度，服务提升本质
安全水平。

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审审结贪
污贿赂、渎职等案件861件，判处892人，审结最
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项俊波、孟伟、赵洪顺等
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成果。审结贪污挪用、虚报冒领扶贫款等案件
51件，持续开展职务犯罪涉财执行行动，执结案
件184件，执行到位2.3亿元。

三、围绕中心大局，依法护航高质量
发展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贯彻新发展理念，服
务保障重大战略实施，深入推进南京法治园区建
设，进一步集聚优质司法资源。一审审结商事案
件12.6万件，标的额1663.2亿元。服务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与沪、浙、皖高院和四地知识产权局
建立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司法与执法协作机制。
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联合省工商联建立服务民营
经济协作机制。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省
政府支持，在全国率先实现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
动省市县全覆盖，与省税务局建立企业破产涉税
事项办理机制；成立南京、苏州破产法庭，完善专
业化审判机制。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牢固树立“保护知识
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理念，一审审结知识产权案
件1.9万件；在45件案件中依法适用惩罚性赔
偿，最高判赔4000万元。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
家安全，制定加强涉外知识产权审判15项措
施，向省委省政府专题报告涉外技术类案件审
理情况，推动解决“卡脖子”问题。强化著作权
保护，服务文化产业发展，与省版权局推动吴江
丝绸产业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优秀
案例示范点。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一审审结金融案件
7.4万件，标的额903.7亿元。持续参与非法金
融活动专项整治，建立防范和打击“套路贷”及
虚假诉讼“333”机制，有效遏制此类违法犯罪，
金融环境持续净化。审结“爱晚系”“统资联”等
集资诈骗案件，有序推进涉案财产处置，最大限
度减少群众损失。妥善审理债券违约、证券虚
假陈述等重大案件，依法审结“原油宝”系列案
件全国第一案。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构筑高水平对
外开放新高地，打造涉外商事海事争端解决优选
地。一审审结涉外、涉港澳台案件1614件，办理
司法协助案件673件。在苏州设立全国首家地
方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成立仅一个月即受理案件
213件，审结60件，有力服务开放创新发展。南
京海事法院成立一年来，受理案件2306件，标的
额74.2亿元，审执结1621件，当事人涉及“一带
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苏海事司法
开局良好，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四、践行为民宗旨，推动创造高品质
生活

强化民事权益保护。一审审结民事案件
65.5万件，加强涉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案件审
理，努力让群众拥有实打实的司法获得感。审结

“朋友圈发帖骂人案”，判令骂人者赔礼道歉并赔
偿精神损失；审结“可视门铃侵犯邻居隐私案”，
判令拆除门铃，明确自由有限度，权利有边界；审
结“胚胎移植手术被拒案”，判令医院为遗孀继续
实施移植手术，让司法散发出人性光辉。开展人
身损害赔偿城乡统一标准试点，参与根治欠薪专
项行动，为农民工追回“血汗钱”9.4亿元。加强
涉军维权审判，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
法权益。

推动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江苏。一审审结
环资案件9328件。审结特大象牙制品走私案，
依法严惩犯罪分子，有力践行我国坚决履行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庄严承诺。创新裁判执行方式，推
动筑牢美丽江苏生态基底。系统总结环境资源
审判机制、审判模式、裁判规则、执行方式等创新
成果，形成《中国环境司法改革之江苏实践》，我
省环资审判“9+1”机制被中央深改委办公室转
发推介。

促进和谐家庭建设。持续推进家事审判改
革，一审审结婚姻家庭案件9.6万件，2个案例入
选全国法院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案例。认真做
好轻罪记录封存、心理疏导等工作，帮助失足少
年回归社会。严惩夸大药品保健品功效、诈骗
老年人钱财等犯罪，审结赡养案件1618件，发
布涉老审判白皮书和典型案例，弘扬敬老爱老
传统美德。

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充分发挥人民法院
贯彻实施民法典主力军作用，组织编写《民法典
重点条文实务详解》，开展全员培训，清理废止审
判业务文件75份。成立“民法典宣讲团”，深入
机关、军队、社区、企业、学校开展宣讲2996场。
利用新媒体发布宣传作品2434期，制作微电影
微视频258个，与省司法厅合作编写《漫画民法
典》，让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

五、有效化解纠纷，促进实现高效能
治理

大力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
建设，将诉前调解、立案登记、速裁快审、送达保
全等集中到诉讼服务中心，与司法行政机关整合
7种非诉解纷资源，完善非诉解纷体系。全省法
院诉前成功调解纠纷20.1万起，同比增长2.2
倍；新收民事一审案件同比下降13.9%，96%的
基层法院实现收案总量下降。推进诉讼服务集
约化，集中送达实现三级法院全覆盖，跨域立案
升级为全域服务。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下好源头预防
“先手棋”，推动“无讼村（居）”建设，持续开展
“法官进网格”活动，就地参与调处纠纷25万

余起。积极推进“一法庭一品牌”建设，“法润
乡风”“左邻右理”等品牌得到当地群众普遍
认可。

依法妥善处理行政争议，一审审结行政案件
15081件。坚持行政审判年报制度，针对行政执
法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强化行政争议实质化解，与省司法厅建立预防化
解行政争议联席会议机制，一审行政案件协调撤
诉率达27.4%。支持监督依法行政，推进行政案
件集中管辖全覆盖，探索行政非诉执行案件裁执
分离，提升行政审判公信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司法
教育、评价、指引、规范功能，审理“鱼塘偷钓溺亡
案”“醉酒攀桥坠亡案”，依法认定管理人不违反
安全保障义务，不让守法者为他人过错买单；审
理“捐款建桥被索赔案”，依法判令捐款者不承担
赔偿责任，不让公益热心变寒心；审理“共享单车
进小区被拒案”，依法支持物业公司正常管理，维
护小区共治共享；审理“团伙碰瓷勒索案”，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让碰瓷者付出沉重代价。通过一
系列案件审理，明辨是非、惩恶扬善，树立正气正
义，传递法治正能量。

六、健全长效机制，稳步推进“切实解
决执行难”

坚持常态化执行攻坚，开展涉民生、金融债
权等六大专项行动，保持执行力度只增不减、核
心指标只升不降，最大限度实现胜诉当事人合法
权益。强化善意文明执行，制定34条措施，将善
意文明理念贯彻执行全过程。完善失信惩戒分
级分类和守信激励修复机制，依法及时删除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11.2万条、解除限制消费13.4万
人次。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争取省委全面依法
治省委员会支持出台实施意见，建立31家单位
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开展“与个人破产制度功
能相当的改革试点”，深入推进“执转破”，将
2708个企业移送破产审查，促进市场主体有序
退出。

七、深化司法改革，不断提升审判质
效和公信力

深化审判权制约监督。制定司法责任制综
合配套改革实施意见，细化8类办案人员权责
清单203条，研发审判监督管理平台，构建起多
层闭环监管体系。分别出台审委会、专业法官
会议、合议庭工作规则，健全类案强制检索报告
机制，制定审判业务文件27份，发布参阅案例
32件。深化诉讼制度改革。贯彻全国人大常委
会试点决定，出台17项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
措施，指导南京、苏州法院扎实推进试点工作，
试点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审结案
件数同比上升10.3%。深化智慧法院建设。持
续推进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服务、智慧管
理建设，升级“套路贷”虚假诉讼智能预警系统，
被确定为全国法院唯一试点。在智慧法院建设

评价指数中，省法院居全国高院第1位，全省法
院居全国第3位。深化司法公开。全省法院直
播庭审59.5万场，直播场次和案件占比稳居全
国首位。全国法院第1000万场庭审直播在南
京环资法庭举行，央视《新闻联播》等主流媒体
集中报道。

八、从严管党治院，努力打造高素质
法院队伍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以新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组织开展习近平法
治思想专题学习。认真接受省委巡视，狠抓问
题整改落实。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扎实开
展“两个坚持”专题教育和“忠诚核心、勇担使
命”主题实践活动。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严格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组织中级法院和
南京海事法院党组书记向省法院党组述责述
廉，参与相关市委对9家中院的巡察。严格落
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组织开展“三个以
案”警示教育和风险点排查整治，实现风险排查
人员、岗位全覆盖。全面加强履职能力建设。
推进“五好五强”领导班子建设，注重培养选拔
优秀年轻干部。聚焦审判实务疑难问题，分级
分类培训13.1万人次。依托省委组织部实施名
校优生专项计划，招录50名优秀法科毕业生。
强化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提升司法能力，7篇
裁判文书获评全国“百优”文书，5场庭审获评全
国“百优”庭审，10个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指
导性案例和公报案例。自觉主动接受各方监
督。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知识产权审判工
作，认真落实审议意见。主动向省政协通报工
作，听取意见建议。省人大代表建议20件、省
政协委员提案18件全部办结。办理省人大常
委会交办涉诉涉法信访事项943件，走访代表
委员14502人次，组织人大代表跨省、跨市视察
法院工作，邀请代表委员列席会议、旁听庭审等
2289场22075人次。依法接受检察机关诉讼监
督，开展检察院调阅法院已生效民事、行政案件
副卷试点。

2020年，全省法院知重负重、拼搏担当，圆
满完成审判执行任务，结案率和结收案比明显
提升，未结案数大幅减少，法官人均办案293.2
件，39项工作受到省级以上领导批示肯定，30
项工作在全国性会议上作经验交流，85个集体、
154名个人受到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和省有关部
门表彰。新的一年，我们将坚持用新思想解放
思想、统一思想，聚焦“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重大使命，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
维、强基导向，力争在强化理论武装上取得新成
效，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展现新作为，在践行司法
为民上推出新举措，在深化司法改革上打造新
亮点，在锻造过硬队伍上迈出新步伐，不断开创
全省法院工作新局面，为谱写江苏“强富美高”
现代化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以优异司法业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021年1月28日在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夏道虎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

告检察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提出
意见。

2020 年，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省委夺取双胜利开启新征程的决策部署，全面
落实最高检稳进落实提升的工作要求，忠实履
行法律监督职责，努力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
设贡献检察力量。一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办
理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各类案件
210089 件。其中，刑事案件 120451 件，民事
案件 9785 件，行政案件 2294 件，公益诉讼案
件7639件。

一、在疫情防控大战大考中提供检察服
务。一是及时出台办案指南。会同省法院、省
公安厅制定《惩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会议
纪要》，强调依法严惩10种涉疫犯罪。出台《充
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意见实施办
法》，实行少捕慎诉司法政策，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二是精准办理涉疫案件。采用远程提审、
线上办案多种方式，对疫情期间暴力伤医、生产
销售伪劣医用器材、口罩等犯罪，依法从快从严
打击，批准逮捕363人，提起公诉976人。我省
14起案件入选最高检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
例。三是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落实省委关于疫
情防控形势下加快恢复生产的部署，为复工复
产提供司法保障。四是联手开展法治宣传。疫
情期间犯罪嫌疑人冒充教师诈骗家长钱财案件
多发，与省教育厅合作，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提醒家长防范风险。对于已起诉的涉疫犯罪典
型案件，与省公安厅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共同
维护疫情防控秩序。

二、在高水平平安江苏建设中体现检察担
当。一是打好扫黑除恶收官之战。共起诉涉
黑恶案件 1130 件 8055 人，其中涉黑组织 93
个，涉恶犯罪集团、犯罪团伙611个。起诉全
国扫黑办和最高检挂牌督办的周化侠等7起
黑社会组织犯罪。对涉黑恶案件实行三级院
分级把关机制，省检察院指导办理涉黑和重
大涉恶案件495件，确保案件定性正确量刑适
当。主动向各级纪委监委移送保护伞线索。

与公安、法院共同依法查封扣押冻结及处置
黑恶犯罪财产。2020年省检察院在全国扫黑
除恶推进会上代表检察机关作经验介绍。二
是维护国家安全。起诉危害国家安全和国防
利益犯罪17人。省检察院与南京军事检察院
会签协作办法，起诉侵害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等犯罪13人。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受理监
委移送职务犯罪案件 1114 人，同比上升
11%，当年起诉992人。对最高检指定管辖的
1名原副省级干部和16名原厅局级干部依法
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起诉冒充国家领导人
亲属实施招摇撞骗、诈骗犯罪17件 33人，依
法维护国家机关公信力。三是维护公共安
全。起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2962人，同比下
降8.69%。起诉扰乱社会秩序犯罪14099人，
保护公共安全秩序。起诉危害食药安全犯罪
1180人，提起食药领域公益诉讼153件，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安全。起诉危害安全生产犯罪
617 件 860 人，配合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整治。
积极参与源头净网行动，起诉网络黄赌毒、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1849人。四是维护经
济安全。严惩洗钱犯罪，省检察院与人民银
行南京分行建立协作机制，办理相关案件27
件 49人。保障人民群众资金安全，起诉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
887件1864人。

三、在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检察力
量。一是审慎办理涉企案件。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省检察院制
定服务保障企业健康发展25条举措，指导检察
人员准确把握最新法律政策界限。经过严格依
法审查、依政策考量及办案影响评估，对侦查机
关报捕的379人，不批捕159人；对侦查机关移
送起诉的2488人，不起诉231人。二是强化产
权司法保护。起诉侵犯企业财产、知识产权案件
703件1750人。

四、在美丽江苏建设中发挥检察作用。一是
主动融入“长江大保护”。会同省公安厅、生态环
境厅、水利厅等出台长江生态资源保护工作协作
意见，开展一体化守护长江生态安全检察专项行
动，办理非法捕捞、污染水体、非法采砂等案件
2739件。二是依法保护生态环境资源。起诉破

坏环境资源犯罪3137人，办理环境公益诉讼案
件3262件。严惩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犯罪337
人，并且推动救助放生。三是依法保护文物和文
化遗产。探索办理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公
益诉讼案件131件。四是联手守护海洋及湿地
资源。推动黄（渤）海沿岸15市成立了“检察保
护联盟”，建立跨省际公益诉讼案件司法管辖协
作机制。

五、在维护司法公平正义中展现检察作
为。一是依法监督刑事诉讼活动。落实中央
政法委部署，在省公安厅支持下设立派驻公安
检察室35个。依法监督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应
立案未立案1656人，监督撤销不当立案3593
人。依法监督刑事审判活动，提出抗诉178件、
再审检察建议46件，法院当年改判91件，发回
重审25件。开展财产刑执行专项监督，推动
1400 名罪犯依判决履行财产刑，执行金额
4561.4 万元。开展刑罚变更执行和保外就医
专项监督，书面纠正刑罚执行机关不当情形
2358人次。二是依法监督民事诉讼活动。会
同省法院在全国率先出台检察机关调阅法院
民事行政卷宗副卷试点工作办法，精准开展民
事行政检察监督。对民事生效裁判提出抗诉
135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834件，法院当年改
判634件，发回重审10件，调解39件。三是依
法监督行政诉讼活动。受理行政生效裁判监
督案件960件，经审查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
议26件。开展“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
项活动，在地方党委政府支持下化解行政信访
积案211件。四是依法查办司法工作人员职务
犯罪。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查办司法工作人
员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职责，共立
案侦查36件42人。

六、在促进社会稳定中释放检察善意。一
是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从宽法治
教育覆盖检察办案全过程，全省刑事案件认罪
认罚适用率达92.92%，上诉率同比下降2.67个
百分点。二是构建刑事和解平台。会同省司法
厅在全国率先推进刑事和解工作，引入人民调
解员，共同化解亲属邻里之间因琐事引发的轻
微刑事案件，经调解达成和解协议325件。三
是制发检察建议。监督推动解决相关社会问

题，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1580份。四是强
化司法救助。办理司法救助案件2910件，救助
被害人及其家属3518人，发放司法救助金3351
万元，位居全国首位。五是守护特殊群体。依
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对实施强奸、猥亵未
成年人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并提出从重量刑
建议。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查办以老
年人为主要受害对象的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
案件。保障农民工权益，支持农民工起诉追索
劳动报酬案件1304件。

七、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建设检察队伍。
一是突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组织检察人员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
作的绝对领导。开展“忠诚核心、勇担使命”
主题实践活动，推进“三个表率”模范机关建
设。出台“五好”基层院评价办法，9个检察院
荣获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4个检察院获评全
国文明单位。根据省委部署，推动9个设区市
检察长任职和交流；在各级党委领导支持下，
推动40名基层院检察长异地交流任职。二是
着力提升检察业务水平。认真学习民法典等
最新法律法规，围绕检察核心业务素能组织
5500人次参加培训。反映检察办案质量和效
率的“案-件比”，由1:1.4降至1:1.26。5起案
例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72起案例入选最
高检典型案例，位居全国前列。连云港市检
察院王帆同志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苏州市
检察院王勇同志被最高检授予新时代最美检
察官称号，4名检察官被评为全国十佳和全国
优秀公诉人。三是不断加大全面从严治检力
度。指导徐州市检察院及云龙区检察院开展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整治顽瘴痼疾。根
据省纪委部署精准开展警示教育，警醒检察
干部守住底线。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落
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以及“三个规定”制度。
四是自觉接受对检察履职的监督。主动接受
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视察检察工作、观摩司法活动641次，
共办理代表建议50件、委员提案43件。认真
对待检察履职制约，对监察机关提请复议、公

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案件，依法审查后改变
原决定6人。开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监
督活动，办理律师控告申诉 57 件，查实纠正
31件。推行检务公开，坚持每季度向社会公
开司法办案数据，三级院共召开303次新闻发
布会。

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全省检察工作仍然有
不足和短板：一是对快速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实
践了解还不够，存在脱离实际、机械办案现象。
二是对各类错综复杂的诉讼活动特点规律研究
还不够，法律监督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不强。三是
高素质专业化检察人才总量还不足，在全国有影
响的领军人才和办案团队还不多。四是检察权
力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完善，检察人员违纪违法问
题仍有发生。

2021年，检察机关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服务
保障江苏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贡献检
察力量，努力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一是为江苏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主动履职。服务保障江苏高质量发展，准确把
握最新经济政策和司法政策，审慎办理涉企案
件，保护企业创新创业活力。强化对企业产
权、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依法惩治损害企业
合法权益的各种犯罪。二是为江苏高品质生
活取得新成果积极作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常态化推进扫
黑除恶工作。对危害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严
重刑事犯罪，依法严惩决不手软。对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行为，进一步加大刑事检察和公益诉
讼检察力度。三是为江苏高效能治理实现新
提升努力贡献。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深入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完善检察建议，
加强法律监督，助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扩大法治宣传，强化检察办
案释法说理，切实回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
四是为江苏法治化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奋力
担当。强化对司法诉讼活动的监督，加大对司
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查办力度，与其他司
法机关共同努力，力争使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021年1月28日在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刘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