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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常
务副主任张耀钢受市十六届人大常委
会委托，在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
向大会作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耀钢首先回顾了过去一年的
主要工作。他说，刚刚过去的2020
年，市人大常委会在中共常州市委
的正确领导下，始终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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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职、发挥
优势、担当作为，全年共召开7次常
委会会议，制定2部地方性法规，审
议11项专项工作报告，开展4次执
法检查，组织2次专题询问，作出7
项决定决议，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45人次，全面完成市十六届
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为

推动常州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作出了
积极贡献。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切实增强政治
自觉。始终把党的领导作为人大工作
的生命线，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人大
建设成为坚持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决定
的坚强阵地。强化理论武装政治引领，
坚持党对人大工作全面领导，认真落实
请示报告制度，协助市委召开人大工作
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决策
部署。

二是坚持立行并举，保障市域有效
治理。以高质量立法促进善治，确保地
方性法规立得住、真管用、执行好。着力
推进美丽常州建设，提供优质法治供
给。着力推进科学民主立法，提升立法
的精准化、精细化，着力推进法规宣传实
施，确保法规落地落实。

三是坚持精准监督，助推平稳健
康发展。依法作出相关决议决定，助
力经济社会稳健运行；建言献策“十
四五”规划，深化预算和国有资产监

督，推动解决难点热点问题，维护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探索建立人大涉法
涉诉信访处理反馈机制，积极化解社
会矛盾。

四是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代表履职
更有实效。提升议案建议内容、办理高
质量，将议案建议办理结果纳入市综合
考核；优化“两个联系”制度机制和网络
体系，常委会领导密切联系代表群众、代
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优化代表履职服
务保障，在全省首创有常州特色的代表
履职服务平台体系。

五是坚持党建统领，建设坚强有
力的“两个机关”。把握新时代人大工
作规律，注重党建与业务工作结合融
合，努力建设模范工作机关和代表机
关。自觉接受市委巡察，严肃认真抓
好巡察问题整改落实；强化作风纪律
建设，着力解决干部“四力”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锲而不舍抓好党风廉政
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充分发挥融媒
体、新媒体专业优势，构建人大宣传工

作新格局。
张耀钢表示，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

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市
人大常委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
紧围绕“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的新使命和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市委
十二届十一次全会的决策部署，在彰显
制度优势上保持定力，在服务大局上精
准发力，在密切联系群众上深挖潜力，在
加强自身建设上持续用力，以人大履职
尽责和担当作为，为常州“十四五”发展
开好局、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作出新贡献。

一是奋进新征程，强化新时代人大
工作使命担当。锚定常州“十四五”发展
任务和二〇三五年奋斗目标，聚焦“国际
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五大明
星城”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组织动员全

体人大代表和全市人民积极投身“十四
五”发展生动实践，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
现实，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常州建设
的现代化篇章。

二是贯彻新思想，推进更高水平法
治常州建设。认真贯彻落实《法治社会
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强化
法规制度供给，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
平，为我市“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法治保障。今年将启动2022－2026年
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继续围绕民生领域
等开展立法工作。

三是聚力新目标，推动“十四五”实
现良好开局。聚焦“十四五”时期常州
发展的城市定位、功能布局、重大任务、
短板弱项，突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产
业链优化升级、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大
项目攻坚突破年等方面，综合运用多种
监督方式，以精准监督推动目标任务落
地落实。

四是把握新定位，发挥决议决定
制度保障支撑作用。紧紧围绕我市

“十四五”规划的实施，针对常州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率先实现现
代化的短板弱项，创制性地作出相关
决议决定。发挥好决定权的“短平快”
作用，聚焦改革攻坚、基层治理、民生
保障的堵点难点，积极推进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建设。

五是注入新活力，依法组织换届选
举夯实人大工作基础。出台相关指导意
见，健全工作机制，严把代表政治关、素
质关、结构关，确保选举工作各环节、各
步骤依法按程序顺利进行，确保选举工
作风清气正。

六是适应新要求，不断提升履职能
力和工作效能。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市委
人大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巩固拓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成果，
进一步践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进一
步形成更加强劲的地方人大工作合力，
以更多可见可感的人大工作新业绩支持
保障高质量发展。

（刘一珉）

张耀钢在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作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彰显制度优势 凝聚智慧力量
为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 昨天，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葛志军在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
议上作检察工作报告时指出，2020
年，全市检察机关在市委和省检察
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有力监督下，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围绕“服务大局、司法为民”主线，坚
持“稳进、落实、提升”检察工作主
题，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奋力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
定、促发展，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
展。一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办理
各类案件15134件。

立足发展大局，全力服务保障“六
稳”“六保”重大决策部署。全市540
名检察人员奋战疫情防控一线，推行

“云提审”“云阅卷”“云帮教”等措施，
及时出台《关于加强对涉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刑事案件严格把关的工作
意见》，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妨碍
复工复产违法犯罪，努力为抗疫企业
正常运营提供司法服务，打造野生动
物全流程保护模式。制定支持企业家
创新创业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2条意见，为104家企业解决法律问
题149个。持续推进涉民营企业刑事
诉讼立案监督、“挂案”清理等活动，督
促撤案13件、结案9件。从严打击侵
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犯罪，批捕44
人，起诉122人。加大对洗钱犯罪的
打击监督力度，发现涉嫌洗钱犯罪线
索4件，办理洗钱犯罪案件1件1人。
依法从严惩治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犯
罪，起诉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等犯罪103人，挽回损失9600余万
元。提升经济犯罪案件分析研判效
率，发布《常州市金融犯罪检察白皮
书》。

深耕主责主业，倾力彰显社会公
平正义。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全市认罪认罚适用率、确定刑量
刑 建 议 采 纳 率 分 别 为 93.89% 、
98.68%。刑事质效评价核心指标

“案件比”控制在1.23，较去年底减
少0.45。加强检监衔接配合，审查监
委移送职务犯罪案件46件61人，提
起公诉32件44人；自行查办司法工
作人员职务犯罪3人。监督侦查机
关立案96件、撤案209件，提出书面
纠正违法意见274件。自行补充侦
查案件375件，位居全省前列。对认
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再审检
察建议、抗诉27件，法院发回重审或
改判10件，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不当373人次。开展服刑人
员违规领取基本养老金专项检察活
动，督促相关部门收回养老金105万
元。完善与市纪委监委、市中级法院
间的信息共享、卷宗调阅等机制，自
行研发办案智能辅助平台。全年共
审查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165件，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抗诉58件，法院
裁定再审47件，改判34件。加强民
事审判活动违法监督，提出检察建议
170件，法院采纳164件。深入开展
打击虚假诉讼专项行动，办理虚假诉
讼监督案件123件，对涉嫌犯罪的76
人提起公诉，办理的李卫俊等“套路
贷”虚假诉讼案，入选最高检指导性
案例。加强民事执行监督，提出检察

建议145件，法院采纳144件。对认
为确有错误的行政判决、裁定提出再
审检察建议5件。强化行政审判程
序监督，提出检察建议49件，法院采
纳49件。加强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提出检察建议118件，法院采纳118
件。开展“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专项活动，化解行政争议16件。
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
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等领域，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248件，提起公益诉讼31件。探索办
理文物保护、公共安全、侵害公民个
人隐私等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发出
诉前检察建议196件。

聚焦风险化解，合力推进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决战决胜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扎实开展“六清”行动，
三年来共起诉涉黑犯罪 132 人、涉
恶犯罪 426 人，发现并移送“保护
伞”线索162件。严把案件质量关，
改变定性7件，追加认定涉黑恶犯罪
36人，监督立案涉黑恶案件8件 16
人，纠正漏捕漏诉20人。优化庭审
指控方式，形成常州经验。坚持以
案促治，推行一案一评析、一案一建
议，制发检察建议58件。坚持和发
扬新时代“枫桥经验”，538名检察官
进网格，1.3万余名网格员兼任公益
损害观察员。出台《关于规范醉酒
型危险驾驶犯罪案件不起诉工作的
指导意见》。就知识产权犯罪、安全
生产领域犯罪、金融领域犯罪等进
行系统分析，专报市委市政府，当好

“法治参谋”。注重运用检察建议促
进社会治理，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
建议146件，采纳率达100%。完善
集经济救助、心理辅导、法律援助、
社会帮扶于一体的司法救助模式，
救助201人，发放救助金113.8万余
元。做深做细群众信访件件有回
复，一年来，全市共办理信访案件
3035 件，5 年以上积案全部清零。
借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律
师等“外脑”智慧，开展公开听证122
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拖欠农民工
工资专项监督活动，支持92名农民
工起诉索要劳动报酬121.3万余元，
起诉恶意欠薪犯罪12人。

践行人民至上，聚力守护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严厉打击侵害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犯罪，起诉故意杀
人、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155
人。积极参与全市命案积案攻坚行
动，受理审查10年以上命案10件，
目前已报请最高检核准追诉 1件。
起诉涉枪涉爆、危险驾驶、重大责任
事故等犯罪1566人。实施安全生产
法律风险防控工程，结合办案，制发
检察建议19件，形成调研报告7份。
起诉诈骗、盗窃、抢夺等犯罪 2537
人，起诉涉及食品、药品、保健品安全
犯罪81人。推动建立“河湖长+检察
长”制，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与市中级法院、新北区政府、市生态
环境局会签《共建生态环境司法修复
基地框架协议》。严惩破坏生态环境
资源犯罪，起诉146人。从严落实长
江“十年禁渔”政策，坚持生态修复优
先，共向污染企业和个人追索损害赔
偿金、治理修复费用1.5亿余元。落

实“惩、防、教、治、责”工作要求，全方位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聘请1020名
村（社区）妇联主席担任“未成年人成长
观察员”，83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
长。牵头23家单位出台具有常州特色
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一年来，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14
人，不捕或不诉涉罪未成年人118人，
开展社会调查、亲职教育、公益劳动等
帮教活动953人次，通过司法援助、心
理干预、帮助就学就业等措施救助255
人。

强化自身建设，着力淬炼新时代过
硬检察队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
政法工作条例》，自觉执行重大事项请
示报告等制度。规范检察人员网络行
为，开展“一单位一品牌、一支部一特
色”创建活动。健全“教、学、练、战”一
体化培训体系，构建小课堂“融培训”机
制，聘请 35 名检察人员担任兼职教
师。入额院领导带头办案、重大疑难复
杂案件亲历性审查、检察长列席法院审
判委员会等已成常态。坚持“产、学、
研、用”一体推进，培塑环境资源保护、
金融犯罪案件办理等专业化团队 20
个，9人入选省级以上检察人才库。与
常州大学深化检校合作，共建检察案例
研究中心。全面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
和公务员平时考核工作。一年来，全市
共有39个集体和72名个人获得省级
以上表彰奖励，7个案例入选最高检指
导性案例、典型案例，13个案例入选省
检察院公告案例、典型案例。全员开展

“私车公养”、挂证取酬和违规借贷三类
问题专项治理，构建亲清检商关系。精
准开展专题警示教育，立体构建检察权
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适用、涉黑恶案件办理等开展专项督
察10次。严格执行“三个规定”、检察
官任职回避及禁业规范，主动跟进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支持配合纪委
监委派驻监督工作，立案查处违纪违法
检察人员5人。积极争取人大、政协监
督支持，主动报告工作18次，办结建议
提案和转交案件15件。邀请代表委员
参加检察开放日、列席开放式检委会等
活动 59 场 428 人次。邀请人民监督
员、特约检察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案
件公开听证、公开审查、巡回检察等活
动100场 225人次。以检务公开提升
司法公信，公开程序性信息9599条、重
要案件信息 1535 条、法律文书 5675
份，召开新闻发布会23次，开展“我的
案件我来说”办案故事讲述和“检察宣
传进高校”等活动15次。

葛志军表示，2021年，全市检察机
关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引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着眼“争
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找准结合
点和切入点，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
觉、检察自觉，对标一流、狠抓落实，加强
检察业务、检察改革和检察队伍建设，持
续夯实基层基础、打造特色亮点，全面充
分履行各项检察职能，为常州“十四五”
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舒泉清）

葛志军在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检察工作报告

为常州“十四五”时期发展
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本报讯 昨天，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马荣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上作法院工作报告时
指出，2020年，在市委正确领导、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监督，市政府、
市政协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全市
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履行宪法
法律赋予的职责，努力打造高质量司
法，服务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持续
向好。一年来，全市法院受理案件
128039 件，审执结 117673 件，同比
分别下降7.8%和2.6%，未结案件同
比下降42.2%。核心指标中，全市法
院结收案比上升6位，列全省第2，结
案率上升7位，列全省第3；5家基层
法院在全省111家基层法院中进入
前十。

彰显责任担当，助力夺取战疫
发展双胜利。依法严审快结妨害疫
情防控犯罪案件，审结21件 24人，
以“打得严”保障“防得住”。审结

“拒不配合防疫检查打伤志愿者
案”，被誉为“教科书式庭审”；审结

“编造散播虚假疫情信息案”，保障
防控秩序；审结防疫物资诈骗案，规
范市场交易行为。为全市98家疫情
防控物资重点生产企业开辟绿色通
道。出台保障企业稳经营促发展等
司法文件，1075名法院干警深入一
线，提供法律咨询 3611 次，合力化
解矛盾纠纷 19563 起，用“铁脚板”
走出“稳定路”。一审审结涉疫民商
事案件 240 件，准确适用不可抗力
规则，妥善处理买卖合同、房屋租赁
等纠纷，化解生产生活燃眉之急。
审结涉我市五星企业的系列劳动争
议纠纷。排查研判苗头性、趋势性
问题，形成教育培训机构“爆雷”、涉
防疫物资纠纷等调研报告，及时为
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运用互联
网司法，“指尖”立案、“云端”审判、
线上执行，全省首家制定远程庭审
管理规范 。全市法院网 上 立案
21449件，电子送达9601次，网络远
程开庭1434次，网上调解1472次，
办理线上保全和执行查控 49826
件，远程发放执行款65.5亿元。

维护和谐稳定，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常州。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收官战，三年以来一审审结涉黑
涉恶案件83件 558人，判决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案
件占29.5%。审结全国扫黑办挂牌
督办的陈照华等10人、有重大社会
影响的万新良等32人涉黑案件，相
关做法获省法院主要领导批示肯
定。强力攻坚“打财断血”“黑财清
底”，依法判处罚金7598.1 万元，没
收违法所得3.9亿元，责令退赃退赔
3.1亿元；开展专项集中执行43次，
执结财产刑案件 184 件，依法追缴
罚没财产5787.3万元。严惩黑恶势
力“保护伞”“关系网”，发现并移送
线索203条。坚决打击威胁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审结盗抢骗、
黄赌毒等案件2426件 3466人。依
法审结安全生产犯罪 50 件 58 人，
建立每案必发司法建议制度。严厉
打击危害经济安全犯罪，审结集资
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件40

件 102人，妥善处理“民间股神”非法
集资案、老年人收藏品诈骗案等一批
涉众型经济犯罪。严惩电信网络诈
骗、泄露个人信息、利用网络赌博等
案件 51 件 104 人。依法惩处职务犯
罪38件 46人，审结夏永俊、汤建龙等
贪污受贿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民心
工程”，设立 53 个“审务工作站”“法
官工作室”，446 名法官力量下沉、服
务下倾，化解纠纷 2061 起，业务指导
1830 次。院长带头，63 名干警组成
全市法院“民法典宣讲团”，深入机
关、部队、社区、企业等开展宣讲 132
场。

聚焦中心工作，主动融入高质量
发展大局。一审审结涉企案件22532
件，对各类市场主体同等对待、平等保
护。推动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和
重大项目强化攻坚的工作意见落地见
效，在立案终端嵌入涉重大项目、重点
企业智能提示系统，建立常态化走访
企业制度。审结涉电子商务、人工智
能、现代物流等行业纠纷326件，审结
知识产权案件 1188 件。判令外国会
计师事务所停止专利侵权审计行为。
全面深化“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
制改革，高效处理 61.9%的民商事案
件。审理破产案件 287 件，化解不良
债权 354.9 亿元，盘活土地房产 221.3
万平方米，安置职工5592人。在全省
首次公开遴选破产资金开户银行，依
法判决返还集体土地，保障新闸街道
机床厂地块拆迁顺利推进。充分运用
破产重整，24个企业重获新生。主动
融入区域发展战略，与南京、无锡等周
边城市开展常态化司法协作，环境资
源案件跨区域审判模式不断完善。全
省首创在长江大保护覆绿修复区内建
立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保障文旅
休闲明星城建设，审结旅游纠纷 176
件。在天目湖、东方盐湖城、中华恐龙
园等景点设立旅游巡回法庭。

践行为民宗旨，切实满足多元化司
法需求。建立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
号通办的立体化诉讼服务体系。深化
跨域立案改革，构建“家门口起诉”新模
式。推广使用“24小时自助式诉讼服
务中心”，在市中院设立12368热线服
务中心，对全市法院统一“接单”“派
单”。实现省内跨域查询电子诉讼档
案，完成跨域查询468次。在全省首家
实体化运行财产保全中心，集中办理保
全案件。积极回应群众呼声，妥善审理
涉及人民权益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
等各类案件48567件。审结涉房屋纠
纷2377件，依法规制虚假宣传、延期交
房、强制代办等行业乱象。审结全市首
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惩罚性赔偿
7000余万元；“诱导退单、趁机抬价销
售茅台酒案”入选全省法院消费者保护
十大典型案例。审结全市首例老小区
加装电梯行政诉讼案，支持政府推行老
旧小区改造惠民举措。开展行政诉讼
案件集中管辖改革。持续开展司法救
助工作。

深化家事审判改革，审结婚姻家
庭案件 4724 件，加大反家暴力度，及
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20份。审结
赡养案件74件，对民办养老机构开展
涉法专题调研。会同市检察院、市妇

联等部门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机
制，常态化关爱弱势群体。全市法院
均成功创建国家级或省级青少年维
权岗，在全省率先实现“关心下一代
工作站”人民法庭全覆盖，创新举措
获省关工委领导批示肯定并在全省
推广。全市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50800件，执结47622件，同比分别上
升 1.3%和 10.3%，执行到位金额 70.4
亿元。推进“854 模式”迭代升级，建
立以“执行案件无纸化”与“执行事务
中心”为依托的“一体两翼”运行新机
制。在全国首创实现不动产查控“零
次跑”，“查人找物”堵点逐个打通。
全 市 法 院 网 拍 成 交 额 37.2 亿 元 ，

“520”淘宝司法拍卖专场活动中，武
进、钟楼法院总成交额高达 1.8 亿
元。鼓励支持失信者修复信用，依法
及时将 6201 名失信被执行人移出黑
名单，实现“造血再生”。

坚持从严治院，努力打造高素质
法院队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展“坚持党对司法
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专题教育。坚持抓党
建带队建促审判，组织开展“一支部一
品牌”创建活动。积极配合市委对全
市法院开展一体化政治巡察，制定131
条具体措施，不折不扣落实整改要
求。开展执行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45天清理执行案款7.9亿元。对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监督纠错40人
次。坚决支持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
问责，党纪政务处分15人次。健全完
善内部监督机制，常态化开展审务督
察 165 次。推广类案强制检索、裁判
文书智能分析等辅助应用程序，实体
化运行咨询委员会，一批 80、90后干
部走上院、庭长岗位。开展“最美法院
人”评选活动。市中院、经开区法院荣
获全国法院第 31届学术讨论会组织
工作先进单位。

自觉接受监督，不断加强和改进自
身工作。积极配合人大、政协开展专题
调研、集中视察，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持续深入开展“听百案、议百事、评百员”
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旁听庭审、见证执行
119场 1547人次。走访代表委员256
人次，办结人大代表建议10件，政协委
员提案10件。依法接受检察机关法律
监督，邀请检察长列席审委会29次。高
度重视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提起的抗
诉，审结再审抗诉案件26件。在互联网
直播庭审 38882 场，公开裁判文书
122542份，公开率位列全省第一。举办
人民陪审员培训班，提升案件评议质量，
陪审率达95.4%。

马荣表示，2021年全市法院将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
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省市委全
会精神，坚持政治引领，在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中忠诚履职，以“争当表率、争做
示范、走在前列”的担当，持续深化高质
量司法实践，促进司法规范化建设和队
伍战斗力提升，为常州“十四五”发展、
奋力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有力
司法保障。

（舒泉清）

马荣在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法院工作报告

持续深化高质量司法实践
促进司法规范化建设和队伍战斗力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