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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1月19日电 （记者
孙 航）今天，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发布“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
分析”专题报告。报告以人民法院大
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2016年1月1日
至2018年10月31日的刑事一审审结
案件为统计依据。报告显示，全国各
级人民法院近三年一审审结公交车司
乘冲突刑事案件共计 223 件，2017 年
较2016年增长4.8%。

报告显示，在公交车司乘冲突刑
事案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妨碍公
务罪、交通肇事罪、盗窃罪六项罪名的
案件量占比较高。排名前两位的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故意伤害罪
案件量，占比分别为39.01%和30.04%。

从案件城市分布来看，一线城市案
件量占比为9.87%，成都、杭州、武汉、重
庆、南京、天津、苏州、西安、长沙、沈阳、
青岛、郑州、大连、东莞、宁波等15个新
一线城市案件量占比为21.08%，二线、
三线、四线、五线、六线及以下城市案件
量占比分别为 14.35%、9.42%、8.97%、
8.97%和27.35%。此外，数据显示，一线
和二、三、四线城市案件量下降趋势明
显，新一线和五、六线及以下城市案件
量呈增长态势。

在近三年的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
案件中，69.96%的被告人为乘客，
22.87%的被告人为司机，7.17%的被告
人为第三方（在直接冲突的司机和乘客
之外的第三人）。乘客犯罪中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量最多，占比为
55.77%，司机犯罪以故意伤害罪居多，
占比为56.86%。

报告显示，50.54%的案件受害人
为司机，占比最高。乘客为受害人的
案件占比为20.97%，其他乘客及民警
为受害人的案件占比分别为6.45%和
4.3%。54.72%的案件有乘客攻击司机
的行为，27.36%的案件出现乘客抢夺
车辆操纵装置的情况。

面对纠纷，约三成案件的司机选
择了避让，仅约一成案件有其他乘客
出面制止司乘冲突的情形。

报告显示，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
案件中，88.79%的案件发生在运营过
程中，54.51%的案件发生在车辆行驶
过程中。发生在公交车行驶中的案件
中，46.4%的案件公交司机主动采取了

“紧急停车”措施应对冲突。超五成案
件出现公交车撞击其他车辆、行人、道
旁物体或剧烈摇晃等危险情况，未造
成重大不良后果的案件占比不到
20%。38.68%的案件有人员伤亡，死
亡人数占伤亡人数的19.61%。

从纠纷起因来看，因下车造成的
司 乘 纠 纷 案 件 量 最 大 ，占 比 为
37.74%。其他纠纷起因及案件量占
比分别为车费占17.92%，饮酒或吸毒
占 8.49% ，上 车 占 3.77% ，盗 窃 占
3.77%，其他占27.26%。

从纠纷地点来看，超七成案件发生
在市内道路、路口、大桥、盘山路、高速
等危险环境下；从纠纷发生时间来看，
约六成案件发生在13时后和21时前。

就结果而言，90.57%的案件判决
为有期徒刑，3.77%的案件判决为拘
役，免予刑事处罚以及无罪的案件量
合计占比不到3%，超八成被告人刑期
在一年至五年。

司法大数据“解读”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
超半数案件有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

本报讯 （记者 黄明强 通讯员
丁琳源）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监狱管
理局召开联席会议，就推进减刑假释办
案平台建设进行专题研究部署。

会议认为，建设减刑假释办案平台
是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严格规范减
刑、假释工作会议精神的有力措施，有
利于推进全区减刑、假释工作实现公
正、规范、高效，确保办案全程留痕、
全程监督，杜绝暗箱操作，防止发生司
法腐败，提高司法公信力；有利于实现

司法资源共享，解决各司法机关信息
孤岛问题。

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统一思
想，以问题为导向，强化责任担当，
明确任务职责，相互配合相互协作，
按照会议工作目标和任务要求，有序
推进平台建设，确保平台在今年按时
投入使用，力求取得扎扎实实的效
果，真正实现互联互通。

会议达成目标共识，并就下一步
办案平台的建设和完善作出安排部
署：一是成立由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司法厅、自
治区监狱管理局共同组成的平台建设
工作领导协调小组，全面负责全区减
刑假释办案平台建设与部署应用工
作；二是形成合作共赢工作机制，明确
各单位各部门任务，确定时间节点，扎
实推进平台建设；三是联合制定平台
操作规程，统一平台建设数据标准，
建立健全业务数据交换规范。

会议还决定，将于 12 月中旬联
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区减刑假
释办案平台的建设情况。

广西三部门联合推进减刑假释办案平台建设
助力全区减刑假释工作实现公正规范高效

本报讯 （记者 周 琦 通讯
员 彭筠童）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直播一起终本案件重启财产查
询，112万网民在线观看全过程。案
件虽然再次“无功而返”，网民却直
呼“法院不容易”。

据悉，2016 年，刘某受王某雇佣
在珠海外伶仃岛捕捞鱼虾，在劳作中
右眼受伤，被评定为七级伤残，法院判
决王某赔偿刘某 29 万余元。判决生
效后，王某未在指定期限内履行赔偿
义务，刘某因此多次与王某发生冲突。

2017年5月，刘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法院通过网络查控财产，没
有发现王某有可供执行财产，又经过

实地调查走访了解到，王某的确经济困
难，收入仅能维持生活，无法履行赔偿
义务。经刘某同意后，作出终结本次执
行程序的裁定，并为其申请了8万元司
法救助金。

此次广州海事法院依照相关规定，
对王某财产情况再次提起查询，并邀请
申请执行人刘某及其律师一同来到被执
行人王某家中。“他确实没钱赔。”申请
执行人有些失望，但也心服口服。

“执行法官从广州海事法院远赴珠
海外伶仃岛进行现场多方调查，执行干
警为了将案件执行到位，忠诚履职，我
们应该为他们点赞。”见证现场直播的
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说。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广东一起终本案件重启财产查询

本报讯 （记者 胡佳佳） 近
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十起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典型案例，彰显
江西法院依法严惩打击拒执犯罪的坚
定态度和决心。

此次公布的十起案例，具有典型
性和代表性。从诉讼程序而言，既有
公诉案件也有自诉案件；从被告人行
为特征而言，有隐匿、转移财产的，
有非法处置法院已经查封财产的，也

有拒绝报告财产情况的；从犯罪主体而
言，既有自然人犯罪，也有单位犯罪，
还有因案外人妨碍执行而构成犯罪的情
形；从量刑结果而言，有被告人因确有

悔罪表现而被判处轻刑或适用缓刑
的，也有被告人因始终抗拒执行、不
思悔改而被判处实刑的，充分体现了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据悉，江西法院始终将依法打击
拒执犯罪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部
署。此前，江西高院与江西省人民
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联合下发了

《关于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落
实公检法协同打击机制，保持打击
拒执犯罪的高压态势。今年1至9
月，全省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对356名被告人判处了刑罚。

保持打击拒执犯罪高压态势

江西公布十起拒执罪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 马 荣） 日
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两级法院
联合当地媒体开展为期7天的“决胜
执行难 吴忠法院在行动”采访直播
活动。此次活动的围观人数达83.8万
人，单日执行活动在线观看人数高达
19.2万人。

活动中，吴忠两级法院准备充分，
根据各院工作特点，精心选择典型案
例，加强与当地新媒体平台互动，实现
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利通区人民法院
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强制腾房措施；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联合公安、检察协
同作战，共同打击拒执犯罪；同心县人
民法院将拒不执行的“网红主播”强制

带离，促使其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
解协议；红寺堡区人民法院执行一
起相邻关系纠纷案件，并将“‘老赖’
黑榜”张贴进村，引来村民围观；盐
池县人民法院通过 14 起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的现场执行工作，赢得了
围观群众对法院执行工作查人、找
物、评估、处置等难点的理解。

此次活动获得各级党委、人
大、政协、检察院等单位的支持和
帮助，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检察官等受邀现场见证执行，为执
行活动建言献策。活动还得到了在
线网友和执行现场围观群众的留
言、点赞和好评。

宁夏吴忠开展执行直播活动

近日，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邀
请全国人大代表张清海，省人大代表
李稳、贾艳梅和两名县政协委员参与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见证执行专项
活动”。活动中，代表、委员不仅现
场见证了一起返还土地案件的执行工
作，还帮助法院一同做当事人家属的
思想工作。图为人大代表现场见证法
院执行工作。

陈金华 葛文利 摄

浙江省检察长首次列席高院审委会

辽宁两级法院院长赴滇皖浙苏考察

本报讯 （记者 曾 妍） 日前，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座谈会，并宣布湖南法院

“十二条禁令”。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法院要提高政

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全省各级法院干警要严格遵照
执行“十二条禁令”，自觉形成“上下
一盘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集
体荣誉观，立志做一名清正廉洁的湖南
法院人，形成公正廉洁光荣、贪腐擅权
可耻的良好政治生态。各级法院党组特
别是“一把手”要把管党治党、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实实在在地放在心上、
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充分认识到全面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决不能
有任何松劲、懈怠情绪，不断纯洁法院
队伍，为全省法院各项工作走在全国法
院前列提供纪律保障。

会议强调，要增强遵守纪律规矩的
政治自觉，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进一步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深入推进

“作风纪律建设年”活动，坚决惩处违
纪违法行为，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推
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
深发展。要主动履责，抓常抓细，夯实
全面从严治党的“两个责任”，切实抓
好巡查反馈意见整改，强化领导干部担
当精神，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湖南高院“十二条禁令”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代表委员见证执行
本报讯 （记者 张之库 严怡娜

通讯员 王晨旭） 11 月 12 日至 17 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各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一行20余人，先后赴云南、安
徽、浙江、江苏四省法院考察信息化建
设、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和执行指挥中心
建设，旨在瞄准前沿、对标先进、争创一
流。

考察团利用 5 天时间，共调研考察
了12家法院和2个派出法庭。诉讼服务
信息化、移动微法院等精品工程，给考察
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考察结束时，辽宁高院院长张学群
主持召开了滇皖浙苏四省法院考察学习

暨推进“一化两中心”建设座谈会，组织
参加考察团的两级法院院长交流分享学
习收获，谋划来年工作思路，勾画“一化
两中心”建设发展蓝图。会议要求，明
年，辽宁法院将强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打
造诉讼服务中心和执行指挥中心“升级
版”，以此解放审判生产力，提升司法公
信力。会议强调，全省法院要将“一化两
中心”建设作为提升案件质效、破解“案
多人少”矛盾的重要途径，作为践行司法
为民宗旨的有效措施，作为辽宁法院事
业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作为进入全国法
院第一方阵的“里程碑”，以此带动全省
法院整体工作提档次、上水平、创一流。

本报布达佩斯11月19日电 （记
者 李 阳）匈牙利国会主席克韦尔、副
总理兼内务部长平特 19 日会见到访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
郭声琨。

郭声琨向克韦尔转达了栗战书委员
长的问候，并祝贺他今年 5 月再次连任
国会主席。郭声琨说，你长期致力于发
展中匈关系，积极推进两国各领域合
作，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
李克强总理近年来多次同欧尔班总理

会面，持续引领了新时期中匈关系发展
方向。中方愿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达
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务实
合作，拓展执法安全等领域交流，丰富中
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郭声琨对平特表示，副总理兼内务
部长先生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理解
和支持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中
匈关系高水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希
望中匈两国以明年建交70周年为契机，
弘扬传统友谊，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共

同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加强执
法安全等领域合作，为两国人民开创更
加美好的未来。

克韦尔、平特都表示，匈中传统友谊
深厚，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整体水平、深
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符合两国利益。匈
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与中方加强
沟通协调，提升执法安全等领域合作水
平，推动两国关系和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持续向前发展。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驻匈牙

利大使段洁龙，公安部反恐专员刘跃进，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唐朝，外交部部长助
理张汉晖参加会见。

左图为11月19日，匈牙利国会主席
克韦尔在布达佩斯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

郝 帆 摄
右图为11月19日，匈牙利副总理兼

内务部长平特在布达佩斯会见到访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
声琨。 郝 帆 摄

匈牙利国会主席克韦尔、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平特会见郭声琨

本报讯 （记者 孟焕良） 日前，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主持召
开浙江高院审委会，就两起刑事上诉案
件进行讨论。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贾宇应邀列席，并就两起案件发表检察
监督意见。这是近年来浙江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首次列席浙江高院审委会。

李占国强调，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
审委会，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
要法律监督职能，对于法院加强审委
会工作，提高审委会的水平和规范化
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省各级法院
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自觉接
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在诉讼活动中
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
约，确保严格公正司法。要认真落实

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委会会议制度，
使审委会成为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
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共同维护司法公
正，增强司法权威。

贾宇强调，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
委会是来做法院的诤友、益友。全省各
级检察机关要与法院建立协调、积极的
良性工作关系，将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
审委会工作打造成法检双方学习交流的
平台、统一司法标准的平台、维护宪法
和法律权威的平台；全省各级检察院检
察长今年下半年要实现列席同级法院审
委会的全覆盖，以务实的态度共同把这
项制度贯彻好、落实好、坚持好，确保
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委会工作的常态
化、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