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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小康
本报通讯员 徐晓琴

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重庆代表团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综述

本报记者 罗书臻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荣昌区委书记 曹清尧
“公平正义要体现在法庭审判，同样也要体

现在庭前调解”。荣昌法院设立党的领导、独立
建制、多向互动、七步法则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积极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机制运行以来
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1.5 万余件，指导人民调解 5
万多件，真正实现为民解困，为稳聚力，为诉减
压。机制运行 10 年来，调处方法不断开拓创
新，特别是大量融入信息化、大数据，路子越走
越宽，群众越来越信任，推动了群众信法、遵法、
讲法，为依法治区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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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巫山县委书记 李春奎
重庆二中院坚持“内联带动外联”的执行工

作思路，整合中级、基层法院的执行力量，组成
专门的执行队伍，加强两级法院的联动协作。
通过交叉执行、集中执行、联合执行等办法，大
力提升了辖区法院执行快速反应能力。该院不
断建立和完善失信惩戒的长效机制，加大对失
信被执行人的威慑和打击力度，在法院内部外
部形成工作合力。整合辖区两级法院资源，依
托执行指挥中心这个信息化大平台实现内部联
动协作，执行行动更加高效快捷。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渝中区委书记 黄玉林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通篇贯穿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政治站位高、大局意识强，我完全赞同。提
三点建议：一是深化多元纠纷化解机制改革。
积 极 践 行 新 时 代“ 枫 桥 经 验 ”，推 动“ 诉 源 治
理”，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二是加强民营企
业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自主
经营权、公平竞争权、企业创新权。三是助力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确保经济社会安
全稳定。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彦

2018年以来，重庆二中法院依法受理审结各
类涉民营企业案件，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重庆二中院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决策部
署，态度坚决，举措务实。辖区两级法院切实增强
服务意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力求公平公正审理
好每一件涉民营企业案件，加大涉民营企业判决
执行力度，及时对民营企业经营中存在的法律难
题加强调研，帮助民营企业防范化解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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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石柱县三红辣椒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谭建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老虎”“苍蝇”被
绳之以法，党风政风为之一新，极大地振奋了
党心军心民心。重庆四中院积极加强与市公
安局、检察院、司法局等政法机关协调配合，稳
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和“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积极配
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
能，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彰显党和国家有腐必
惩、有贪必肃的坚强决心。

全国人大代表、酉阳县人民医院质量管理
办公室主任 石淑兰

重庆四中院成立重庆法院首个融媒体工作
中心，以“中央厨房”新理念为龙头，打破过去宣传
内容和平台分割运作模式，实现法治宣传“一次
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的工作格局。通过整
合传统媒体平台和新兴媒体平台以及新闻媒体
优质平台资源，搭建融媒体组织架构，打通了报、
网、两微、两刊和“无讼之道”微信公众号、抖音、快
手、澎湃问政等 10余种宣传平台，打造出了一批
法治精品力作。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涪陵区睦和村党支
部书记 刘家奇

近年来，重庆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
助力“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坚持以诉讼
服务中心为支点、以人民法庭为中心，出台为精
准扶贫提供司法保障 12 条意见，妥善审理产
业、金融、生态扶贫过程中产生的案件，积极推
动司法援助与精准扶贫的对接，加大涉精准扶
贫案件诉讼费缓、减、免力度，为贫困地区群众
提供了优质、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方便贫困
群众参与诉讼。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荣玉民族服装厂苗
家刺绣技术员 李绍玉

重庆四中院由院长建立辖区全国人大代表微
信群，随时在线开展联络工作，向代表汇报执行工作
成效。该院“七进七出”跨省擒“老赖”案入选最高人
民法院执行纪录片《失信惩戒录》，在中央电视台
CCTV—12社会与法频道《庭审现场》栏目播出。
2018年我与该案承办法官一起做客重庆之声“正在
执行”广播节目接受现场访谈。通过现场聆听这个
典型案件，充分感受到法院执行工作力度空前，深刻
体会到法院执行工作的不易。

重庆法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将指示精神转化为生动审判实
践，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项任务
真正在重庆法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18 年，重庆法院审结与经济发展密切
相关的一审民商事案件 304439 件，标的
额 1273亿元。

提示风险护航民企发展

为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
控工作，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推出四项
措施健全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提示长
效机制，构建包含商事案件诉调对接、民
营经济司法保护督查等机制在内的“1+
X”民营经济司法保护体系，“可谓举措
新，做法实。”

2018 年，重庆法院审结涉民营企业
案件 128625 件，挽回经济损失近 500 亿
元，融豪公司合同纠纷案入选最高人民
法院首批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
型案例。重庆法院还通过发布民营经济
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开展审务进园区、院
长走访民营企业等形式，帮助民营企业
找准法律风险点。

破产重整助力企业重生

2018 年是国企改革攻坚之年。重
庆法院以服务“三去一降一补”深入推进
为目标，审结破产案件 142 件，盘活企业
资产 71.82亿元。全国人大代表，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朱华荣
对此深有感触：“重庆钢铁破产重整案的
成功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朱华

荣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包括
对无法救治的企业依法进行破产清算，
及时淘汰落后产能，也包括对暂时陷入
困境但有市场发展前景的企业，尽最大
可能进行重整救治。重庆法院充分运用
重整、和解法律手段，使重庆钢铁等一批
企业通过破产重整焕发新生。

专业审判保障内陆开放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离不开法
治的配套保障。”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
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潘复生说，这方面重
庆法院做得很好、很及时。

2018 年，重庆法院审结涉外、涉港
澳台案件 584 件，办理司法协助案件 325
件，妥善化解了一批涉外金融、投资和商
贸等纠纷。同时，重庆法院成立两江新
区（自贸区）法院，设立内陆开放法律研
究中心，健全涉自贸区案件专业审判机
制，以“铁路提单”为突破口积极探索陆
上贸易规则，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牵头

开展自贸区法治保障工作组工作，推动
构建诉讼、仲裁、调解有序衔接、多元共
治的争端解决机制等。

司法协作呵护生态环境

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这场硬仗中，
重庆全市三级法院强化“上游意识”，担
起“上游责任”，真正将生态环境保护理
念落实到审判实践中。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嘉陵江航道
管理处北碚航道站站长王小万在调研走
访中了解到，重庆法院在服务保障生态
文明建设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和创
新。重庆高院推动长江经济带“11+1”
省市高级法院在重庆签订环境司法协作
框架协议；会同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出台
办法，促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
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
起环境污染案入选服务保障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十大典型案例；万州区人民法
院打造“长江三峡生态修复司法保护教

育基地”，引导当事人在库区消落带种植
中山杉 1.5万余株，得到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的肯定。

知产审判驱动创新发展

作为企业负责人，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向晓波深知创新对一个企业
的重要性。“以司法保障创新，是知识产
权保护最佳和最有效的保护方式。”向晓
波认为，近年来，重庆法院妥善审结了一
大批如涉“小米”“泸州老窖”“陈昌银麻
花”“轩尼诗”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的知识
产 权 案 件 ，保 护 了 知 名 品 牌 的 合 法 权
益 。 重 庆 法 院 还 积 极 打 造 典 型 案 例 ，

“轩尼诗”商标侵权案等 3 件案件入选
中国法院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典
型案例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普法教育，
可以引导企业和大众尊重创新，保护知
识产权，在全社会营造出创新驱动发展的
良好氛围。

33月月 1212日下午日下午，，重庆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重庆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审议审议““两高两高””工作报告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罗书臻罗书臻 摄摄

3 月 12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
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 。 代 表 们 普 遍 认 为 ， 过 去 一 年 ，
最高人民法院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推进平安中国建设、服务
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等
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切
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唐良智代表说，“两高”工作报
告突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紧扣全面
依法治国这个主题，践行司法为民这
个宗旨，全面反映了服务大局、服务
发展的工作实践，体现了改革创新精
神，彰显了法治公平正义。“两高”
服务发展有力有为，公正司法有力有
效，司法改革有力有序，推进了我国

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
沈金强代表说，“两高”工作报告

总结工作客观实在，分析问题不遮不
掩，是准确把握法检工作规律、顺应人
民群众期待、加强民主法治、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的好报告。

史浩飞代表说，“两高”工作报告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总结过
去的工作客观全面，部署今后的工作
切合实际。建议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等新手段提升办案效率，解决两院

案多人少的问题。
朱华荣建议，加强网络和新媒体法

治建设，打击违法行为，净化网络舆论
环境；运用大数据和智能化，加强司法
标准化建设，提升司法质量。

刘钟俊代表说，“两高”工作报告
主题鲜明 、 重 点 突 出 ， 政 治 站 位 高 ，
为民情怀深，体现了高度的政治站位
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建议在助力民营
企业发展的同时打击不合法的破产重
组和清算。

别必亮代表说，“两高”工作报告

总结成绩实事求是，部署工作重点突
出。建议加强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
深入推进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规范
依法治网体系，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张健代表说，两院司法体制改革
大踏步前进，立案难、执行难逐步解
决，司法公开不断加强，成绩显著。
建议加大对企业家产权的保护力度，
审慎使用强制措施，规范非法经营、
非法集资和合同诈骗的异地执法；高
度重视判决无罪率下降的问题，进一
步完善冤假错案防范纠正机制。

张绍勇代表说，2018 年，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两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建议完善司法解释，解决执行中的有
关法律适用问题；加强监督，把执行
权关进制度笼子，避免消极执行、选
择性执行，维护司法公正。

3 月 13 日，重庆代表团举行小组会，审议“两高”工
作报告。

图①：李殿勋代表 （右） 建议，立足中国国情，借鉴
国际经验，探索审执分离制度改革。

图②：穆红玉代表认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了
很好的成效，为法治建设和诚信建设作出了贡献。

图③：谢德体代表说，人民法院大力深化司法公开，
审判全程留痕，实现了透明阳光司法。

图④：吴存荣代表认为，“两高”工作报告针对社会
热点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体现了司法自信。

图⑤：韩德云代表 （右） 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有数据、有案例，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了公平正义。

本报记者 罗书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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