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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本 报 2019 年 1 月 16 日 01 版

《2018民生实事办得怎样 总体满
意率达98%》，其中“新建、改扩建
中小学和幼儿园10所”数据有误，
应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和幼儿
园100所”。特此更正并致歉。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
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话：028-86783636

1月16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键在
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
工作报告。报告表示，2018年全省检察机关着力
于调整监督重点、拓宽监督领域、创新监督方
式、增强监督刚性，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维护公共安全 批捕694人

报告指出，省检察院与省高级法院、省国
安厅会签意见，加大对涉国家秘密、情报类危
害国家安全刑事案件的打击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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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对网络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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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了“汇丰系”非法
集资案等在全国、全省有影响的重大案件。

扫黑除恶 起诉黑恶势力犯罪2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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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省检察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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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击黑恶
势力“关系网”“保护伞”，在办案中发现并向纪
委监察委移送线索77条，起诉26人，共发出检
察建议150份。

护航经济 严防刑事执法介入经济纠纷

报告指出，全省检察机关积极参与互联网
金融风险专项整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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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制定保障和促
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10条意见，落实罪刑法定、
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严防刑事执法介入经济
纠纷，对不构成犯罪的经济案件监督公安机关撤
案83件、不批捕29人、不起诉29人。

发放司法救助金1380余万元

报告中指出，全省检察机关批捕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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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元。全省检察机关与扶贫移民部门建
立国家司法救助融入脱贫攻坚工作机制，与民
政、教育等部门建立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化救
助衔接常态化联动机制，对1564人发放司法救
助金1380余万元，同比分别上升37.9%和28.2%。

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1296人

报告中表示，全省检察机关持续开展打击
长江流域污染环境违法犯罪、涉林违法犯罪等
专项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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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柳行

1月16日，四川省高院院长王树江向省第十
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过去
一年，法院强化院庭长办案示范引领作用，院庭
长办理案件49.16万件，占员额法官办案总数
43.69%。四川全省法院共受理2017年旧存和
2018年新收案件123.91万件，审、执结112.51万
件，同比分别上升10.92%、7.89%。其中，省法院
受理案件1.97万件，审、执结1.42万件。

对193位民企经营者
予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宣告缓刑

“坚持国资国企和民营企业同等保护，稳妥
处理涉民营企业和经营者权益案件，用司法手
段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报告指
出，法院依法全面平等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为此，法院出台审判指导意见，从产权保护等方
面制定40条措施，依法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坚持
平等保护原则，妥善审理涉民营企业案件19.75
万件。依法慎用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措
施，保障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依法保障民营
企业经营者人身权利，对193人予以从轻、减轻、
免除处罚或宣告缓刑。正确区分经济纠纷与经
济犯罪，依法纠正和防范冤错案件。

打击网络犯罪 审理案件274件

报告提及，法院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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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还严厉惩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故
意杀人、强奸、绑架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
审理案件6496件7724人。

此外，法院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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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司法拥军，加强涉军案件审
理，维护军队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破解执行难 执行到位621.16亿元

报告提及，法院完善与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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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悬赏举报、综治网格员协助等举
措，有效解决查人找物难题；不断加大失信联合
惩戒力度，让失信者处处受限。过去一年，纳入
失信名单12.08万人，限制高消费23.19万人次，
司法拘留4086人，判处拒执罪犯114人。此外，法
院还加大专项执行力度，组织开展“院长大比
武”“执行大会战”等专项行动，促使有财产案
件应执尽执，执行到位金额621.16亿元，同比上
升33.30%。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司法大拜年”
涉民生案件集中审执活动，全省法院还为农民
工等追回“血汗钱”16.53亿元。

加强司法救助 减免缓诉讼费1.34亿元

报告称，法院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严格落
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对42名被告人
宣告无罪，确保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认真执
行国家赔偿法，决定国家赔偿28件897.11万元。
法院还持续加强司法救助，减免缓诉讼费1.34
亿元；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4784.10万元。报告
认为，这些举动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的
温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祝浩杰

省高院工作报告

扫黑除恶
审理黑恶势力犯罪

211件1498人

省检察院工作报告

关注民生
批捕电信网络诈骗和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犯罪6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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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 报告

“目前，在我省各地由于新高考推迟，高中
生涯规划教育在大多数高中学校都还没有引
起足够重视，问题十分突出。”15日晚，省政协
十二届二次会议分组会议后，各民主党派省
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接受了新闻
媒体联合采访。省政协委员、民进四川省委副
主委赵川荣在回答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提
问时建议，加强普通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

现状／家长决定娃娃出路

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缺失，引发的首要
问题，便是高中学生普遍缺乏个人生涯规划意
识，家长往往代替学生做决定。“高中学生大多
对自己的职业目标及职业从业要求不明确，对
大学专业也缺乏了解，导致在选择大学专业或
高考后的出路时，常常是由家长决定。”

在赵川荣看来，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
缺失的原因，源自学校开课意识和能力的不
足。“在面对升学压力时，高中学校往往将工
作重心倾斜在智力教育方面，大多学校只是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对学生进行指导。没有系
统的生涯规划教育作为基础，这种指导的针
对性并不强。”同时，他也强调，生涯规划教育
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教育。“由于缺乏权威的
课程资源，和受过生涯规划教育专业培训的

师资，高中学校普遍缺乏系统开设生涯规划
教育课的条件。”

建议／构建生涯规划教育体系

生涯规划，首先意味着要进行顶层设计。
赵川荣指出，省教育主管部门应组织相关专
家，从生涯规划教育实施的机构建设、制度建
设、课程建设、活动开展和评价体系等方面分
年级构建生涯规划教育体系。

例如，生涯规划教育应与学校德育目标
和内容进行整合，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生涯

规划教育体系，同时探索适合校情和学情的
生涯规划教育实施途径。同时，学生学业规划
应和其今后发展联系起来，增强学生学习的
能动性，积极寻找个人兴趣爱好和知识学习
之间的共振点，奠定好未来发展的基础。

有了合理的规划，学校则应主动开发职
业生涯规划教材和课件。“这些教材应涉及高
中学生所需的重点知识，例如自我认知、职业
认知、职业目标确定、行动计划等。学校通过
这一系列测评工具或者评估体系对学生进行
心理测评，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劣势，
做好未来的职业规划。”

支招／高校游学和社区实践

除了校内的生涯规划教育课程，校外资源
同样重要。赵川荣建议，学校应积极利用各类
社会资源，尤其是高校、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

“双高协同”，即是加强高中高校合作。利
用当地的高校资源，学校应帮助高中学生了
解大学学科、专业设置和特点等，有效衔接起
大学与高中学业规划。其中，高校游学活动是
一种可行方式。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
育与学校教育缺一不可。赵川荣建议，学校应
加强对家长的宣传和动员，对家长进行多种
形式的培训，提升家长解答、指导学生学业、
职业生涯规划中的困惑的能力。同时，学校也
可邀请家长进入课堂，和学生进行职业交流、
生涯人物访谈等。随着社区教育学校、社区教
育工作站的不断建成，社区在教育中所发挥
的作用愈发明显。“学校要充分利用街道办和
社区资源，加强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和社会
信息资源服务，为学生的生涯体验实践和生
涯发展规划搭建平台。”通过组织学生进入工
厂、基地参观，学生能了解更多的职业信息；
利用社会实践、社区服务和志愿者活动，学生
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也将得到提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实习记
者 黄伊舲 摄影记者 王红强

1月15日，成都市金牛宾馆，新闻媒体联合采访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左图为民进四川省委副主委赵川荣

委员 建议 省政协委员、民进四川省委副主委赵川荣：

高中生缺少生涯规划教育
家庭学校社区都应当好“领路人”

制图 李开红

紧接01版 优化职能配置、机构设置、
人员编制，让运行更加顺畅高效。要全
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让司法人员集中
精力尽好责、办好案，提高司法质量、
效率、公信力。要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抓紧完善权力运行监
督和制约机制，坚决防止执法不严、司
法不公甚至执法犯法、司法腐败。要深
化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
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推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
度融合。

习近平强调，政法机关承担着大
量公共服务职能，要努力提供普惠均
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服务。
要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加快推
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改革，推动诉讼
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
理，解决好异地诉讼难等问题。要深化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整合律
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司法所、人
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尽快建成覆
盖全业务、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要
加快构建海外安全保护体系，保障我
国在海外的机构、人员合法权益。

习近平指出，要旗帜鲜明把政治
建设放在首位，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
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
伍。要抓好科学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广
大干警学深悟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
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捍卫者。政法机关要敢于刀刃向内、刮
骨疗毒，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习近平强调，政法系统要把专业
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专
业化建设要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
向，全面提升政法干警的法律政策运
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
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政
法队伍是和平年代奉献最多、牺牲最
大的队伍。对这支特殊的队伍，要给予
特殊的关爱，做到政治上激励、工作上
鼓劲、待遇上保障、人文上关怀，千方
百计帮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让干警
安身、安心、安业。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政法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政法机关基
层党组织建设。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
部要支持政法单位开展工作，支持司
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各级
党委政法委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把握
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政法工
作、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
造公正司法环境上，健全完善政治督
察、综治督导、执法监督、纪律作风督
查巡查等制度机制。

上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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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