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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曹建明 12 日上午向十二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最高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摘要
如下：

2016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全国检察机关全
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决议，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忠实履行宪法法
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积极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28618人、提
起公诉1402463人。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与有关部门共同对办理邪教、
泄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提出指导意见。天津
检察机关依法起诉周世锋、胡石根等颠覆国家政权案。

严惩严重刑事犯罪。起诉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等严
重暴力犯罪 65076 人，起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1106
人，起诉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399708人。

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
等共同发布通告、出台司法解释，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与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徐玉玉案”等 62 起重大
案件，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批准逮捕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19345人。

切实维护校园安全。与教育部等共同发布防治中小
学生欺凌和暴力指导意见。依法惩治校园暴力犯罪，起
诉4604人。从重惩处校外成年人教唆、诱骗在校学生犯
罪，起诉 678 人。对 1560 名受伤害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和
法律援助。

依法惩治涉医犯罪，维护医疗秩序。制定服务健康
中国建设“20 条意见”。与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联
合开展专项行动，突出打击故意伤害医务人员、在医院聚
众滋事等犯罪，起诉 3308 人。督办 30 起重大涉医犯罪
案件。

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各级检察机关全面落实“谁执
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围绕争议焦点释法说理，既解

“法结”又解“心结”。对 9129 名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
或其近亲属予以司法救助。

深化检察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运用法律手段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诉“黄赌毒”犯罪210325人，起诉
虐待、遗弃、重婚犯罪 1405 人，起诉家庭暴力犯罪 5134
人。持续监督纠正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对提请不
当的，监督纠正23831人；对裁定或决定不当的，监督纠正
3703人。督促纠正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8477人。

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围绕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履职尽责

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司法合作，突出惩治和预防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经贸合作产业区建设等领域犯罪。

着力防范金融风险。突出惩治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
济犯罪和互联网金融犯罪，起诉集资诈骗等犯罪 16406
人，北京、上海等地检察机关依法妥善办理“e租宝”“中晋
系”等重大案件。山东、上海检察机关依法批捕起诉徐翔
等人操纵证券市场案、伊世顿公司操纵期货市场案。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制定实施
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8 条意见”、加强产权司
法保护“22条意见”。起诉侵犯非公企业和非公经济人士
合法权益犯罪 13629 人，立案侦查侵犯非公企业合法权
益的职务犯罪1009件。

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制定保障科技创新“15 条意
见”。突出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起诉21505人。

依法惩治危害安全生产犯罪。起诉重大责任事故犯
罪 2635 人，查处事故背后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 814 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介入丰城发电厂特别重大坍塌事故
等4起特大事故调查，对全国20起重大事故挂牌督办。

三、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依法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坚决拥护、积极配合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第一时
间向全国检察机关传达党中央改革部署，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积极配合中央纪委和北京、山西、浙江
三省市部署试点工作，认真研究部署过渡时期工作衔接。

严肃查办腐败犯罪。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47650 人，
其中原县处级干部 2882 人、原厅局级干部 446 人。依法
对王珉等 21 名原省部级干部立案侦查，对令计划、苏荣、
白恩培等 48 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在征地拆
迁、社会保障、涉农资金管理等民生领域查办“蝇贪”
17410 人。查办受贿犯罪 10472 人、行贿犯罪 7375 人。
查办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侵权犯罪11916人，推动
治理为官不为、为官乱为问题。依法查办辽宁拉票贿选
案涉及的职务犯罪。深挖执法司法不公背后的腐败犯
罪，查办涉嫌职务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 8703 人、司法工
作人员2183人。

织密“猎狐”天网。自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
项行动以来，在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下，已从 37 个国家
和地区遣返、劝返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4人，其中包括
杨秀珠等“百名红通人员”27人。江西、辽宁、河南等地检
察机关对归案的李华波、王国强、黄玉荣等人依法侦查、
提起公诉。对 27 件职务犯罪嫌疑人逃匿、死亡案件，向
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

加强职务犯罪源头治理。针对办案发现的突出问
题，提出检察建议11172件。

四、加强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
的法律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直面问题、有错必纠，持续监督纠正冤错案件。严格
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对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
聂树斌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专案组深入调查，明确提
出原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改判无罪的意见。
对向检察机关申诉的谭新善案、“沈六斤”案、李松案、刘
吉强案、杨德武案等重大冤错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甘
肃、天津、吉林、安徽等省市检察院认真审查，依法提出抗
诉或再审检察建议，坚持不懈推动纠错，人民法院依法再
审改判无罪。

强化刑事立案、侦查活动监督。督促侦查机关立案
14650 件，追加逮捕、追加起诉 43960 人，监督纠正违法
取证、违法适用强制措施、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
34230 件次。山西、宁夏、河北等地检察机关探索在派出
所派驻检察室或检察官，监督重心下移。

开展集中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专项活动。
检察机关发现一些罪犯判决前未羁押，判实刑后未入狱，
流散社会甚至重新犯罪，推动各政法机关共同开展专项
清理，核查出 11379 人并逐一跟踪监督。已监督相关机
关纠正 6381 人，其中收监执行 5062 人。对逃匿或下落
不明的2005人督促采取追逃措施。

开展财产刑执行专项检察。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专
项活动，全面核查2013年以来人民法院判处的涉及财产
刑案件，对尚未执行和未执行完毕的监督执行。提出书
面纠正意见3172件、检察建议11897件，推动28588件财
产刑案件得以执行，执行金额27.2亿元。

持续监督纠正久押不决案件。2013 年核查出的羁
押 3 年以上未结案的 4459 人，至去年全国两会时下降为
6人，去年10月已全部清理纠正完毕。

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行
政生效裁判、调解书提出抗诉 3282 件、再审检察建议
2851 件，对民事行政审判程序中的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
议13254件，对民事执行活动提出检察建议20505件。

五、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更好
保障和改善民生

积极服务脱贫攻坚。针对一些地方虚报冒领扶贫资
金等问题，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推广“甘肃经验”，开展集
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查办相
关职务犯罪1892人，同比增长102.8％。

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深入开展专项立案监
督，建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1591 件，
起诉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11958人。庞红卫等人非法
经营疫苗案曝光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立即挂牌督办，山
东、河南、河北等地检察机关加强与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
衔接，批准逮捕355人，已起诉291人，立案查处失职渎职
等职务犯罪174人。

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守护绿水青山。与环境保
护部、公安部共同出台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办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颁布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
件司法解释，合力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深入开展专

项立案监督，建议监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2016 件，
挂牌督办张百锋等人偷排废酸案等 22 起重大案件。起
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29173人。

维护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严
惩性侵、拐卖等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益犯罪，起诉 16078
人，浙江检察机关依法起诉章显辉等26人跨省拐卖27名
婴儿案。突出惩治侵害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犯罪，起
诉2663人。

坚决打击恶意欠薪，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起诉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2135人，同比增长26.5％。积极为农民
工提供司法援助，支持起诉3785件，帮助追回“血汗钱”。

六、深化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公信

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通过严格考试和审查，
已遴选出71476名员额制检察官。按照“谁办案谁负责、
谁决定谁负责”原则，制定检察官权力清单，检察官在授
权范围内独立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推进司法人
员分类管理，建立检察官惩戒制度、逐级遴选制度。

深入推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认真贯彻党
中央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13 个省区市检察
机关试点以来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共办理公益
诉讼案件 5109 件。通过办案，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
耕地、林地、湿地、草原 12.8 万公顷；督促 1443 家违法企
业进行整改，索赔治理环境、恢复生态等费用 2 亿元；督
促收回欠缴的国有土地出让金54亿元。

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充分
发挥审前主导和过滤作用，探索建立重大疑难案件侦查
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对侦查机关不应当
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 10661 件。全面贯彻证据裁判
规则，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不批准逮捕 132081
人、不起诉 26670 人，其中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准逮捕
560 人、不起诉 169 人，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依
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
监督有关机关纠正 946 件。强化刑事审判监督，对认为
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7185件。

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
授权决定，组织沈阳、青岛、郑州、西安等18个城市217个
检察院开展试点，对轻微刑事案件加快办案进度，并建议
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查起诉周期由过去平均20天
缩短至5天半。

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会同司法部制定选任管
理办法，人民监督员一律由司法行政机关选任，新选任人
民监督员 15903 名。改革以来，人民监督员已监督案件
5474件。

强化司法公开，深化便民利民。四级检察机关 3662
个检察院全面运行电子卷宗系统，方便律师查询和复制，
提供服务 15.3 万件次。全面应用案件信息公开网，已发
布案件程序性信息 449 万余条、法律文书 158 万余份、重
要案件信息20万余条。规范推进派出检察室建设，打造
百姓“家门口的检察院”。

七、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从严
从实加强过硬队伍建设

加强思想政治和素质能力建设。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
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面制定并实施检察机
关业务岗位素质能力基本标准，建成中国检察教育培训
网络学院。首次由人民群众推荐产生10个“群众最满意
的基层检察院”。

坚持不懈规范自身司法行为。严格落实职务犯罪侦
查工作“八项禁令”，持续纠正检察机关自身违法扣押冻
结涉案财物、不依法听取当事人和律师意见等“顽疾”。
开展检察环节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检查。完善辩护和
代理网上预约申请平台，受理律师网上预约申请 9.2 万
余件。

坚持从严治检不动摇。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修订
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落实“四种形态”。坚决查处违
纪违法检察人员474人，严肃追究121名领导干部失职失
察责任。

八、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确保检察
权依法公正行使

依法接受人大监督。全面梳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意

见建议，逐条研究整改。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侦
查监督和公益诉讼试点工作
情况，认真研究落实审议意
见。认真办理全国人大代表
提出的 148 件建议，及时反

馈，及时改进工作。
自觉接受民主监督。主动向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检察工作，认真听取意见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57件提案全部办结。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全面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邀
请人民群众走进检察、监督检察。对人民群众和舆情反
映的问题第一时间认真核查，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检察工作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一是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服务大局能力亟待提升。二是法律监督还不
到位，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问题依然存在，一些
地方民事、行政、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薄弱。三是司法改革
一些项目推进较慢，有的改革举措尚未落地落实，一些检
察机关领导干部思想观念、工作方式不能适应改革发
展。四是队伍专业化水平不够高，办理高科技犯罪、金融
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等能力有待提升。五是少数领导
干部和检察人员以权谋私、以案谋钱、贪赃枉法，司法不
规范“顽疾”尚未得到根治，司法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六
是检察工作发展不均衡，边远贫困地区基层检察院人才
难进、难留。对这些问题，我们将紧盯不放，下大气力
解决。

2017 年，全国检察机关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
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深化司法改革，加强检察监督，强化队伍建设，促进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第一，加强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切实保安全护稳定
促和谐。严惩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
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严惩黑恶势力、涉枪
涉爆、制贩毒品、拐卖妇女儿童、制假售假、校园暴力、暴
力伤医等犯罪。突出惩治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村霸”
和宗族恶势力犯罪，推动完善乡村治理。突出打击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严惩矿山、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等重点
领域和行业危害安全生产犯罪。

第二，充分发挥法治保障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突出惩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犯知识产权、侵
占专项补贴资金等刑事犯罪，严肃查处企业兼并重组、
重大工程建设、棚户区改造、退耕还林还湖还草等环节
职务犯罪。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严惩非
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以及洗钱、地下钱庄、网络传
销犯罪，严惩“老鼠仓”等证券期货领域犯罪。深化专
项立案监督，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和破坏环境资源
犯罪。

第三，坚持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
不改变。全面落实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求，指导试
点地区检察机关配合做好职能、机构、人员转隶工作，
建立检察机关与监察委员会的协调衔接机制，在反腐败
斗争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非试点地区检察机关要毫不
放松抓好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重点查处权力寻
租、利益输送、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等贪污贿赂犯罪，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失职渎职犯罪，严肃查办群众身
边的“小官大贪”。继续集中惩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
犯罪。

第四，大力加强检察监督。全面强化刑事检察监督，
完善刑事立案、侦查、审判、执行和死刑复核的法律监督
机制，更好惩治犯罪、保障人权。深入推进民事检察监
督，常态化开展民事虚假诉讼监督，加强民事执行活动监
督。积极探索行政检察监督，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
行政。

第五，锲而不舍推进司法改革，促进提高司法质量、
效率和公信力。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完善检察官权力
清单，从严掌握员额比例，严格入额标准和程序，建立员
额退出机制。全面推进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深化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推动完善立法。落实以审判为中
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推进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

第六，坚持严字当头，建设过硬检察队伍。加强分
层分类分岗培训，弘扬“工匠精神”，解决“本领恐
慌”。深化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健全案件质量管理
机制，严格执行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纠正记录通报及责任
追究制度，规范检察权运行。从严惩治司法腐败，坚决
防止“灯下黑”。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摘要）

3 月 12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
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打虎拍蝇”惩治腐败，是两高报告里最
令代表委员关注的内容之一，充分体现了将全面从严治
党贯穿于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决心和成果。

“两高报告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特别强调从严，严格
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对司法队伍从严教育、从严管
理、从严监督。”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路志强说，法检两院认真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不断改进司法作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通过严肃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纪问责，坚决查处了一批本系
统、本机关的违法案件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件，
保证了队伍的纯洁性。

在严惩贪污贿赂犯罪方面，最高法会同最高检出台
了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依法审理郭伯雄、令
计划、苏荣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在审判白恩培受贿、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首次适用终身监禁，强化对腐败犯
罪高压态势。2016 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案件
4.5 万件 6.3 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省部级以上干部 35
人，厅局级干部240人。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司对两

高报告中的“严”字当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有体会。
“过去一年来，检察机关不断加大检察监督力度，深入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检察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杨司
代表说，2016年，检察机关不断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
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各级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中
央决策部署，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持续发力、“打虎
拍蝇”，保持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杨司代表认为，反
腐败领域取得的成绩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的决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的信心，对促进构
建良好政治生态发挥了积极作用。

形成打击“老赖”高压态势、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防治
校园欺凌、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纠防冤错案件、开通绿色
通道为农民工讨薪⋯⋯两高报告中，这些与经济生活密
切相关的部分在代表委员中也引发了强烈反响。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打造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
济体系是题中应有之义。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汪利民表示，最高法院提出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依法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体现出司
法机关贯彻发展新理念，服务国家战略和大局的工作思
路。“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企业的清算、破产是企业退
出市场的一种方式，依法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有利于完
成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汪利民委员说。

两高报告提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和吸引海外投资提供更好的“软环境”。“司法机关
要出台有关境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法律法规，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合作，突出惩罚经贸
合作、互联互通中的违法犯罪和违规行为，有利于为中国
企业走出去、外国企业引进来提供司法保障。”汪利民委
员说。

“从企业的角度看，相对于资金和税收扶持，民营企
业更需要公平的发展环境和公正的权益保护。”全国政协
委员、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对两高报告给予高度评价，
同时建议，对侵犯中小企业合法权益的要予以严惩，切实
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
得的成就，让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毛蕴
诗“眼前一亮”。“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直接影响企业创
新的积极性。”毛蕴诗委员说，近年来，我国品牌建设取得
较快发展，但是品牌侵权案件也出现多发易发趋势。他
建议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的处罚力度，对侵权者的惩罚
措施不能只体现在罚款的数量上，而应重点打击其侵权
的能力，对严重和屡次侵权者要限制其参与市场经营活
动。“大力促进品牌建设必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落实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毛蕴诗委员说。

反腐肃贪持续发力 公正司法服务大局
——代表委员审议讨论两高报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李 哲 郑 彬 温济聪

3月12日下午，人大湖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两
高报告，吸引了众多媒体关注。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月12日下午，人大宁夏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
两高报告，马瑞文代表（中）就相关内容发言。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