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航发展保民生 公平正义感受多
——代表委员审议讨论两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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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了最高人民法
院的工作报告后，我感到
2016 年最高法在化解过
剩产能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体现出法治在深化改
革、推进去产能工作中取
得的实实在在进步，依法
处理企业的‘生与死’渐
入 正 轨 。” 全 国 政 协 委
员、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原董事长王计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

2016 年，全国法院
审 结 企 业 破 产 案 3373
件，同比上升较高。今年
2 月，最高法官方统计，
2016 年全国法院受理企
业破产案 5665 件，同比
上升53.8%。

“有些企业既不经营
也不注销，由于各种原因
长期陷入停滞或被搁置，
称之为‘植物人企业’。”王
计委员说，这些企业不仅
浪费市场资源，其潜在的

纠纷与诉讼还有可能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
此外，还会对国家机构在数据统计方面造成
干扰，不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管理的
有效开展，对这些“植物人企业”应予依法清
除，净化市场空间。

当下，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风险防
范日益迫切。假借网贷名义诈骗，打着创新
旗号集资，以高回报为诱饵，不断变换“外
衣”的非法集资让很多人身陷其中。

代表委员们表示，检察机关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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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老百姓的钱袋子得到
更好保护。

“骗取扶贫资金”“精准扶贫识别优亲厚
友”“倒卖扶贫物品获利”⋯⋯针对扶贫领
域的“小官大贪”“蝇贪”，去年各级法院
审结贪污、挪用扶贫资金等相关案件 1.5 万
件，各级检察机关查办扶贫领域相关职务
犯罪 1892 人。

“今年最高检提出要‘继续集中惩治和
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并同国家发改
委、扶贫办共同对‘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重点工程项目开展预防监督，实行挂牌
督办，这样贫困群众的权益将有更坚实的
保障。”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梁明远说。

惩治校园暴力、打击“村

霸”、从严惩处非法集资、依法处

置“僵尸企业”⋯⋯

连日来，两高报告中的这些

亮点成了代表委员审议讨论的

话题。代表委员们认为，最高

法、最高检围绕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履职尽责，服务保障民生，司

法更加公开透明，人民群众的公

平正义获得感越来越强

贯彻新发展理念

“2016 年，法院、检察院坚持司法为
民，在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上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维护了市场秩序。”全国人大
代表、贵州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伟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王伟代表说，他的公司曾遭遇网络攻
击导致网站瘫痪，同时犯罪嫌疑人还通过
网络通讯工具勒索钱财。事件发生后，公
司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检察机关的支
持下，很快就锁定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抓捕
归案，有效保障了企业的正常经营。

在司法政策制度方面，最高法院专门
出台了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指导各
级法院依法惩治侵犯产权犯罪。最高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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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委员们认为，两高严格区分违法
所得与合法财产、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

产、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等界限。严格遵
循法不溯及既往、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依法
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这些都有
利于激发人们创新创业创富。

宣战“执行难”、惩治“老赖”是最高法报
告中的亮点之一。解决执行难，就是要保障
合法财产权益能够依法得到实现，让“赢了
官司输了钱”的现象成为历史。“报告中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解决执行难取得突破性进
展。”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张立勇说，去年，全国法院切实践行“用两
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庄严承诺，
上下一心，攻坚克难，取得了显著成效。

张立勇代表以河南法院为例说，他们
先后开展了“子夜行动”“凌晨出击”“中秋
雷霆”“除夕神兵”“初一会战”等执行专项
行动。张立勇代表说：“工作中，我们先后
把41.7万名‘老赖’纳入黑名单，判处1380
名‘老赖’刑罚，执结案件 26 万余件，执结
率 77.8%，使司法裁判真正成为了惩治违
法失信的利剑。”

“两高报告表明了司法机关对企业创
新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全国人大代表、浙
江台州永强电镀公司总经理卢金生说，陶
瓷制造的外观设计最容易被人模仿，“目
前侵犯知识产权的处罚力度较低，要进一
步加大侵犯知识产权的成本”。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各级法
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14.7 万件。去
年，最高法还制定审理专利权纠纷案件等
司法解释，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最高
法通过依法审理“乔丹”商标争议系列案
件，彰显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
和决心。此外，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
法院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着力解决侵权
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等问题。南京、苏州、
武汉、成都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跨区域
集中管辖知识产权案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下，
创新型、科技型企业会有更大的发展
空间。

“我们所从事的是农产品深加工行

业，在产品创新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人
力物力。农产品加工行业是比较透明
的，技术更新也快，申报专利的数量也
在逐年增多。”全国人大代表、三河汇福
粮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克荣说，在
法律层面上要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惩
治力度，企业的科技创新路才能走得更
长远。

“以往对涉科技创新的案件大多采
取一刀切的做法，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
得不到有效维护，束缚了科研人员手
脚 ， 导 致 其 积 极 性 不 高 、 主 动 性 不
足。”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大数据
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谢泉说，最高人民
检察院制定的保障科技创新“15 条意
见”，提出要准确把握科研人员合法兼
职收入与索贿受贿、知识产权收益与贪
污受贿等“五个界限”，是为科技创新
清障助力的好举措，为科技创新营造了
良好法治环境，鼓舞了科技工作者不断
创新的信心。

推 进 产 权 保 护 法 治 化 促 进 大 众 创 业 万 众 创 新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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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保障科技创新

“15 条意见”⋯⋯两高报告
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服务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内容
十分抢眼。

“十三五”时期，我国
经济发展进入了“提质增效
调结构”的新常态，面临改
革创新的艰巨任务，迫切需
要加强法制建设，以凝聚改
革共识，统筹社会力量，进
而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国企
改革事关经济转型升级、国
家经济安全与社会和谐稳
定，为保障国企改革顺利进
行，最高人民法院推进依法
审理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等案
件。为平等保护、激发非公
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最
高人民检察院在推动实施保
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18 条意见”的基础上，又
制定了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22 条意见”，要求各级检
察机关坚持依法、平等和全
面原则，平等保护各种所有
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的财产
权，确保各类产权主体的诉
讼地位和诉讼权利平等、法
律适用和法律责任平等、法
律保护和法律服务平等。过去一年，我国市场经
济法治化水平的提升，为推动经济发展释放了巨
大制度红利。

经济增长离不开背后的法治力量。最高人民
法院依法审理“乔丹”商标争议系列案件，彰显
我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立场和决心。北
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探索适用惩罚性赔
偿，着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等问题。
南京、苏州、武汉、成都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
跨区域集中管辖知识产权案件。各级法院审结一
审知识产权案件14.7万件。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

“15 条意见”出台后，检察机关加大对侵犯知识
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打击力度，起诉
侵犯知识产权、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犯罪 18984
人。通过法治手段有效保护各类知识产权，极大
推动了创新活力的迸发及其成果的转化，促进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以法治力量打破制度瓶颈，为经济发展“提
质增效调结构”扫清障碍，是推动当下经济发展
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依法治国、打造以法治为
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题中之义，虽任重道
远，但意义重大。

法治红利

全民共享
洪

远

3月12日下午，人大湖南代表团在驻地审议两高报告。吴向
东代表（左一）与吴金水代表就积极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展开交
流。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月13日，人大湖北代表团在驻地分组审议两高报告。谢余
卡代表（中）在发言时说：“执法为民就是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月12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两高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聂瑞平（左
二）与全国人大代表张令平（左三）交流时说，去年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化水平大幅提升，释放了巨大的制度红利。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