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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一问：如何划分市场和政府
的边界？

“政府在划分政府投入范围、落实
企业研发资金加计抵扣、 减少专项资
金、 增加普惠激励政策方面将会采取
何种措施？”吴晓灵委员提出第一个问
题， 与会者纷纷将视线投向财政部部
长楼继伟。

楼继伟坦诚面对 ：“提问直中要
害。 确实像你说的，近些年来，全社会
R&D（研究与发展）支出大幅度增加，
达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 前天的报告
中也讲到了，我们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但是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其中有市场
和政府的边界问题。总的看，从政府角
度上有缺位、有越位，越位大于缺位。
企业应做的事情 ， 政府做得多了一
点。 ”

“但我国还和别的国家不同，我们
在应用类的支出方面， 客观上说就比
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一些， 这是
我们这类赶超性国家所必然的。 现在
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 比如稳定支持
方面， 基本上属于刚才吴晓灵委员讲
到的基础性、公共性的科研部分。我们
原来与课题类资金的比例是2∶8，现在
提高到4∶6。 也就是一个科研单位有四
成是稳定支持的， 其他六成是通过项
目拿来的。 政府往这个方向做了一些
努力。总体来看，还是应该增加稳定支
持。 ”

科技部部长万钢接着介绍了近年

来我国综合利用贷款贴息、风险补偿、
创投引导等方式， 引导和调动金融资
本和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取得的初

步成效 。 他说 ，2012年我国全社会
R&D支出超过1万亿元， 其中企业的
支出达到了76.2%，这个数字已经相当
高了。 有必要继续提高财政投入中的
R&D经费，发挥其支撑引领作用。

二问：如何解决经济与科技
脱节两张皮？

对于曾在地方政府分管科技工作

8年的辜胜阻委员，最大的困惑是经济
与科技的相互脱节两张皮的问题。 对
此，万钢回应说，从80年代开始，党中
央、国务院就提出了科技要面向经济、
经济要依靠科技。 这些年来它的发展
起起伏伏，但总体是起伏向上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接

着说，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
要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 包括经济领
域的改革， 把促进经济与科技紧密结
合作为工作的着力点。

“我补充三点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一要强化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

系。 二要实现从科研成果到产业化的
转化，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
这个路没有修好， 科研的成果很难做

到产业化。三要面向中小企业创新，政府
应该搭建若干个公共服务平台。”工业和
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说。

三问：如何切断科研经费与灰
色收入的关系？

严以新委员最关注的是， 科技部准
备采取何种措施， 减少乃至切断科研经
费与灰色收入的关系， 同时又能够保证
科研人员有合理稳定的收入， 将个人的
科研经费投入到完成科研项目上来？

虚假报销、挤占挪用、违规拨转等违
规违纪行为时有发生。 严以新委员提供
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科研经费用于项
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

“感谢你提出的问题，也给我一个机

会报告一下。”万钢从容应对。他说，据我
们了解， 近几年审计中所涉及科研经费
管理的问题，相关部门都已经按照要求、
按照时间节点进行了整改， 极少数严重
违纪违法的案件已移交纪检或者司法部

门依法处置并且向社会公开。
从2011年起， 科技部实现了对所有

的“973”、“863”、支撑计划结题项目开展
财务审计和财务验收 ， 覆盖率达到
100%。 万钢表示，现有的科技经费使用
监督管理不到位， 反映了我国科技经费
管理制度与全社会科技投入快速增长的

现状不适应， 与科技创新发展的规律不
适应，因此管理的思路和方式必须转变。
下一步， 科技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着力构
建由管理部门、承担单位、科研人员齐抓

共管的长效机制， 同时自觉地接受社会
监督。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就高校的有关

情况作简要的补充。他说，高校始终高度
重视对科研项目和经费的管理， 近年来
也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 2014年还将推
进部署高校科研经费的监管检查工作。
高校科研经费与管理涉及很多共性的政

策问题， 我们也希望这些政策得到进一
步完善。

四问：如何避免“多头重复”问
题？

多头管理、缺乏有效的疏导协调；多
头申报、重复交叉部署，使得资源分配分
散、封闭和重复……“‘科技重复’是广大
科技工作者十分关心的问题。对此，我想
听听科技部的意见。 ”姒健敏委员说。

“目前， 我们正在借鉴发达国家经
验， 建立跨部门的国家科技信息系统和
国家科技报告系统， 并将它们向社会公
开。 ”万钢说。

“国家科技信息系统旨在实现科研
项目的信息和管理信息的互联互通，支
撑跨计划、跨部门的查重、查新和统计分
析。 建立国家科技报告体系是为了促进
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活动形成的成果以

技术报告的形式向全社会开放。 这样就
可以避免重复了。 ”据万钢介绍，目前科
技口的相关部门都已经建立了各自的信

息系统，但是尚未实现互联互通。关于科
技报告制度，目前已经完成了基本规范，
并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以后三大计划
的验收报告就是按照科技报告形式来，
并直接纳入科技报告体系。

如何进一步提高科研项目预算编制

和审核的科学性？ 如何加强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科研经费管理？ 如何解决科研管
理和成果评价方面存在的漏洞、 显著提
高国家科技资金的投入效率问题， 罗亮
权委员就财政如何支持农业科技创新？
如何利用大数据研究和改善科技管理及

绩效评价……围绕财政科技资金分配问
题，委员们抛出一个个问题，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诚恳客观、简洁明了的回答。

10 月 24 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联组会议， 结合国务院关于国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
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新华社记者 丁 林 摄

飞信特区

宣州：

人大调研“法律进机关”

□ 顾瑞珍 崔清新 罗 沙法治观察

用问号解开财政科技资金“方程”
7年 2.42万亿元， 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到 1.98%———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国家财政科

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报告时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 10月 24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 就国务院关于国
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衢州：

代表委员走进法官论坛

舞阳：

请执行监督员解难题

垫江：

首次图文直播庭审

本报讯 10 月 24 日， 安徽省
宣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年红带

领由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市人
大代表等 15 人组成的调研小组来
到宣州区法院， 调研法院 “法律进
机关” 工作开展情况。

2011 年以来 ， 宣州区法院共
受理案件 19394 件 ， 审结 、 执结
16961 件 ， 上法制教育课 15 次 。

（程 洪 刘明朝）

本报讯 10月17日下午， 浙江
省衢州市人大代表徐周佳、蒋晓斌，
市政协委员徐永飞、 金湘走进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的第21届 “法
官论坛”。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非法
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衢州市检察
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多个单位
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应邀参加此次论

坛。 （鲁晓波 张 旭）

本报讯 10月23日，河南省舞阳
县人民法院邀请该院执行监督员座

谈，共同寻求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办法。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针对被执行

人不履行裁定时如何发放 “失信通知
书”、如何化解地方风俗民情与法律法
规冲突以及如何加强对被执行人不履

行裁定的宣传和财产信息共享等问题

进行了认真讨论。 （蔡 强）

本报讯 10月22日， 重庆市垫
江县人民法院首次通过网络对两起

案件的庭审过程进行了图文直播。
网友反响热烈，2小时内直播网页点
击率突破3000人次。

今年以来， 垫江县法院共邀请
57名代表委员视察工作、旁听庭审、
参与裁判文书评查活动， 收集意见
建议10余条。 （凌 潇）

数万亿元投入换来了什么

南通：

人大调研刑诉法实施

一边是数额巨大的科研投入和数

不胜数的科研项目， 一边是不尽如人
意的学术和技术创新成果。 在投入产
出的背后， 究竟反映了哪些问题？

资金投入巨大， 创新成果不显
5%， 是全国人大一份调研报告

中标出的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占

科研总经费的比重。
与此对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姚建年提出了经合组织的最新数据：
美国是18.97%， 英国是11.29%， 韩国
是18.18%， 日本是12.27%， 俄罗斯是
18.10%。 可见， 国外科研投入比例明
显较高。

“基础研究是提升原创能力， 实
现可持续创新驱动的根本。” 姚建年
说， 我们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尚有一
定差距。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迟万春表

示， 如果将相当的精力投放到来钱快
的项目上， 沉下心来搞基础研究的人
数比例就会逐年下降。

我国科技论文数量很多， 但是质
量并不乐观。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的统计显示， 我国每篇国际科技论
文被引用次数平均为6.92次， 而这一
数据的世界平均值为10.69次。

合理使用经费， 应该制定办法
“吃喝拉撒睡 ， 都能靠经费 。”

有关的审计报告中显示 ， 科研经费
“扩大用途” “挤占挪用” 现象在一
些单位司空见惯。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
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科研经费 “恶性
问题” 连说了两个 “愤怒”。

这些 “恶性问题 ” 是如何形成
的？

全国人大代表陈爱林说， 我国科研
人员工资水平不高， “科技项目承担单
位为了提高人员待遇， 就利用科研经费
变相发补助。” “一方面， 有的科研
人员认为自己的劳动没有得到合理报

酬 ， 对科研经费打起了主意 。 另一方
面 ， 有的单位对科研经费报销监管不
够。”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刘澄说。

“在科学研究上 ， 我们不能怕养
人 。”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说 ，
“在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上， 国家财政
要舍得花钱、 舍得养人， 让潜心科研者
的生活可以达到合理水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震表示， 对
于科研项目结余经费收回制度应仔细斟

酌。 “一个项目的钱有可能花不完， 但
为了不被收回于是想办法花掉， 反而不
利于资金合理使用。 我认为应该制定一
个结余经费使用办法。”

体制机制滞后，亟待进行改革
“一个玉米项目， 涉及科技机构就

多达300多家！”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乌
日图直言当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多部门都有科技管理职能， 纵横交错，
重复交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彭森在调研中

发现， 很多重大科研项目多头申报， 资
金存在大量分散 、 重复和浪费现象 。
“有的项目在农业部拿到一笔钱， 在科
技部又拿到一笔钱， 自然科学基金可能
再拿到一笔钱。”

“学者为 ‘要经费’ 争抢课题， 项
目组为 ‘花经费’ 巧立名目， 管理者则
靠 ‘批经费’ 以权谋私……” 科技部发
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元说， 目前这种以
课题组为中心的科研立项模式弊端明

显， 亟待进行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李霞说， 现在一些高
校科研经费主要靠教师拿项目。 拿多少
项目 （经费） 成了评价高校及科研人员
的标准 ， 对创新贡献反而关注不够 。
“由此造成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所谓的
科研上， 整天忙于写论文、 发论文、 拿
项目， 在教学上用心不够， 助长了急功
近利的风气。”

她建议 ， 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科研
经费投入机制， 适当加大对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和公益行业的稳定性经费投

入。
据分析， 多头的科技管理缺乏统筹

协调， 以及科技评价导向不够合理， 导
致了科研人员忙于争夺项目和经费， 研
发的产品也往往不能共享， 这些问题已
经严重影响到科技创新。

“现在的主要矛盾或许不再是资源
不足的问题， 而是体制机制如何让现有
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蔡■说， “摆在我们面前的， 是科
研体制机制改革问题。”

（据新华社）

□ 罗 沙 韩 洁 顾瑞珍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人民法院报 ２０13年 10月 26日（总第 5795期）

广东建筑艺术设计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广东建筑艺术
设计院有限公司：本会受理宿州意博置业有限公司与你公司设
计合同纠纷仲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3）宿仲裁
字第 24 号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及仲裁员选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仲
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0日和 15日内。 定
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5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会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宿州仲裁委员会

上海乐弗工贸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2013）郑仲案字第
358号申请人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仲裁员名
册、仲裁规则、仲裁选定书及被申请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书及仲裁选定书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5 日内。 郑州仲裁委员会地址：郑州市淮
河东路 53号，电话：0371-67175971。 郑州仲裁委员会

本院根据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81 名职工的申
请， 已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裁定立案受理债务人安徽大东方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安徽文得律师
事务所为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安徽大东方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 天内， 向安徽大
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人（通讯地址：合肥市庐阳区■
龙 桥 路 1 号 安 徽 文 得 律 师 事 务 所 ； 联 系 电 话 ：
13905607155，13966655957）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 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
快向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
院定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年 7 月 3 日，本院根据债务人蚌埠化工总公司（蚌埠

化工采购供应站）的申请，裁定受理蚌埠化工总公司（蚌埠化工
采购供应站）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截至 2013 年 7 月 25 日，该
公司账面资产总计 19427111.15元， 负债总计 46792096.24 元，
资产负债率达 240%。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及证据，能够
证明债务人蚌埠化工总公司（蚌埠化工采购供应站）无力清偿
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清算条件，应
当宣告破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本院
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裁定宣告债务人蚌埠化工总公司 （蚌埠
化工采购供应站）破产。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各债权人：本院根据债权人重庆佳友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于 2013 年 9 月 24 日立案受理洛阳洛嘉海兰
德车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四、四十五条的规定，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洛阳洛嘉海兰德车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河南永晖律师事
务所（联系人：王磬扬律师，地址：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 85 号创
展 国 际 贵 都 二 单 元 1413 室 ， 电 话 ：0379 -
64153288,18637912222）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洛阳洛嘉
海兰德车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年 1月 17日上
午 9 时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地址：洛阳市新区展览路与望春
门街交叉口）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身份证复印
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
托书。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随州市环宇汽车传动轴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裁定受理随州市环宇汽车传动轴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湖北神农律师事务所为随州市环宇汽车传动轴
有限公司管理人。 随州市环宇汽车传动轴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湖北省随州市沿
河大道 112 号；联系人：王显；联系电话：13908665276）申报债
权。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随州市环宇汽车传动轴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随州市环宇汽车传动轴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年 1月 9日上午九时在随县法院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
准时参加。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应向本院提交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湖北]随县人民法院
因益阳市友华实业总公司破产清算组已按照《益阳市友华

实业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将破产财产分配完结，并提请
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本
院于 2013 年 8 月 9 日裁定终结益阳市友华实业总公司破产程
序，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宿迁市沭阳地方税务局的申请于 2013 年 9 月 28
日裁定受理沭阳金利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
定江苏宏亮律师事务所为沭阳金利置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沭
阳金利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点：江苏省沭阳县江南枫景小区售楼
部；邮政编码：223600；联系电话：0527-83683999）；逾期未申报
的，依法处理。 沭阳金利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沭阳金利置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权或交付财

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年 1月 6日上午 8时 30分在
沭阳县影剧院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9 月 29 日裁定受理宿迁鑫发市政设施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宿迁求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担任宿迁鑫发市政设施有限公司管理人。 宿迁鑫发市政设施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宿迁鑫发市政设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4
年 2月 13日上午 9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召开。

[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谭琦雅与被执行人屠建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 被执行人屠建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确定的义务，本
院于 2013 年 9 月 3 日查封被执行人屠建章的陵水县英州镇雅
居乐清水湾 A03 区 D1-1003 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陵房权证
陵水字第 20122138 号的房屋一套及海南省英州镇清水湾
A09-1区 SA3幢 5层 510 房，合同备案号为 A00008203 的房屋
一套。 如对查封的房屋产权有异议，应在公告之日起的十五日
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

[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屈惠：本院受理赖雨生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的（2012）祁民初字第 1321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
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祁法执字第 190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
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颜勇文：本院在执行曾宪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未自觉履行本院（2010）娄星民一初字第 255 号民事判决书所
确定的义务，依法将你所有的湘 K3YW89小车委托娄底市娄星
区拍卖有限公司予以拍卖，2013 年 9 月 23 日该公司公开举行
拍卖会，以 44800元价格拍卖成交。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送达 （2011） 娄星执字第 290-1 号执行裁定书 ， 裁定将湘
K3YW89小车所有权归买受人熊尔翔所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王亮华：王敏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2）娄星民
二初字第 902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并立案执行，因你
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娄星执字第 512 号执行通知
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在公告

期满后三日内，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邵雪峰：关于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及的九台市美食一条街一至四层营业房，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了选择评估鉴定机构通知书。 因你届时
未到庭，本院依法选取了评估机构。 现依法向你送达现场勘查
通知。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
告送达后第七日（遇节假日顺延）九时在本院立案庭 203 室集
合去现场实地勘查，逾期不到即视为放弃参加实地勘查现场的
权利。 本院将按有关法律程序进行。 [吉林]九台市人民法院

马秀芳、胡显志：关于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及的九台市沐石河镇街道市场

南侧的房屋及土地 （房屋建筑面积 786.95 平方米、 土地面积
196.75 平方米），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了选择评估鉴定机构
通知书。因你届时未到庭，本院依法选取了评估机构。现依法向
你送达现场勘查通知。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并定于公告送达后第七日（遇节假日顺延）九时在本院立
案庭 203 室集合去现场实地勘查，逾期不到即视为放弃参加实
地勘查现场的权利。 本院将按有关法律程序进行。

[吉林]九台市人民法院
苏学诗、宋书彬：本院受理董振芳申请执行你们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该案（2012）庄民初字第 4213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
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庄执字第 2330 号执
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苏学奎、郭智慧、刁广福、郝桂晶：本院受理庄河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该案（2011）
庄民初字第 3179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 （2013） 庄执字第 1795 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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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5日上午， 江苏
省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黄利金一行就法院贯彻新刑诉

法情况展开专题调研。
1至9月， 南通全市法院共指定

辩护律师210人次，向20多名困难被
害人及其家属发放救助资金40余万
元；规范执行审前调查制度，共发送
审前调查函1271件； 主动接受各界
监督， 先后邀请人大代表旁听刑事
案件庭审19件140人次。

（顾建兵 沙 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