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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021 年 2 月 4 日 

在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吕  瑶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

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2020 年主要工作 

 

2020 年，全市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市委和上级检察

机关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在市政

府的大力支持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下，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

绝对领导，始终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始终坚守检察机

关的宪法定位，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围绕“创新

提能年”主题，更新监督理念，加快职能调整，积极构建检察工

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新格局，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一年来，办理刑事检察案件 36632 件，同比下降 19.8%，其中批

准和决定逮捕 8671 人，不捕 3625 人，分别下降 35.1%和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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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公诉 15237 人，不起诉 2348 人，分别下降 30.4%和上升

29.2%。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 1349 件，同比上升 25.1%。办理

行政检察监督案件 539 件，同比上升 30.8%。办理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32 件，向行政机关提出诉前检

察建议 778 件，分别上升 14.3%和 27.1%。办理其他检察案件 3403

件，同比下降 46.2%。 

一、主动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依法履职抗击疫情。主动服务疫情防控，组织 1200 余名干

警下沉一线参与社区防控，制定“1+8”方案抓好自身防疫工作。

坚持依法战“疫”，与法院、公安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严厉

打击危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通告》，出台涉疫案件

办案指导意见，批捕 21 人、起诉 80 人。发挥智慧检察优势，开

展网上巡回检察，运用远程提讯系统无接触办案近 6000 件次。

及时出台 8 条服务复工复产意见，助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 

护航重大战略实施。服务唱好“双城记”，建立成渝地区“4+2”

检察协作机制，联合办理涉及我市某知名企业的立案监督案件，

维护企业在渝经营发展利益。服务加快“同城化”，有序推进成德

眉资检察机关 25 项协作项目，共享司法资源、统一办案尺度。

服务建好“示范区”，办理生态环境保护刑事、公益诉讼案件 546

件，市检察院、彭州市检察院以办理某公司等单位、吕某某等

16 人污染环境案为契机，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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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走好“东进路”，强化东进区域 6 个基层检察院办案协同，东部

新区检察办公区受案履职，办理各类案件 124 件。 

服务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加强知识产权检察保护，起诉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 49人。最高检评选的 12件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2 件来自成都。严厉打击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犯罪，

起诉 261 人，追赃挽损 1.7 亿余元，依法对“口贷网”“雅堂”等网

贷平台非法集资案提起公诉。针对房屋租赁公司“卷款跑路”，

加强检警协作，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助力稳定住房租赁市场秩序。

与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等加强沟通联动，推动强化反洗钱犯罪监

管，办理洗钱犯罪案件 7 件，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秩序。着力服务

开放发展，“自贸检察”改革创新经验得到最高检肯定。 

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战。坚持打深打透，落实涉黑涉

恶案件统一把关制度，确保精准打击、不枉不纵，起诉涉黑涉恶

犯罪 323 人，“案件清结”率 100%，依法办理的程某某等 20 人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入选省检察院扫黑除恶优秀案例。坚持深挖彻

查，摸排移送“保护伞”“关系网”线索 92 条。坚持长效常治，开

展行业领域乱象治理“每案必建议”活动，提出检察建议 105 件，

采纳率 100%。 

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发挥检察建议在社会治理中的规

范引领作用，提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220 件、回复率 95.5%。

崇州市检察院针对祝某某等 12 人恶势力团伙案提出检察建议，

助力补强乡村社会治理薄弱环节，入选最高检年度优秀检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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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引导和促成刑

事、民事、行政和解 240 件，涉检信访同比下降 17.8%。落实“谁

执法谁普法”责任，开展“蓉检课堂”“晶晶说法”等以案释法系列

活动，市检察院荣获“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 

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做好检察为民实事 

全力投身平安成都建设。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放

在首位，依法办理一批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子某某颠覆国家政权

案入选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努力维护

民安，严厉打击故意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起诉 1325 人。

依法从严追诉 2 件伤医、扰医犯罪，营造尊医重卫风尚。突出惩

治安全生产领域犯罪，提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检察建议 47 份，

助推提升城市安全韧性。严格落实我市“禁毒十条”，起诉涉毒犯

罪 1702 人，依法办理张某某等 21 人团伙制贩毒品特大案件，有

力打击环蓉地区制贩毒犯罪。近三年，全市毒品犯罪案件数持续

下降，市检察院受到国家禁毒委表彰。 

严惩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犯罪。落实食药安全“四个最严”要

求，起诉制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 123 人，督促对

43 名违法人员作出终身从业禁止处罚。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与

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结合起来，依法起诉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利用网

络赌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 670 人。适应海外安全保护体

系建设形势，加强检察国际交流和司法合作，保护公民海外人身

安全和合法权益。 



 

 — 5 — 

务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在严格依法办案前提下，坚持“少

捕”“少押”“慎诉”，对涉罪民营企业从业人员依法不批捕 96 人、

不起诉 62 人，最大限度保证企业经营发展、职工稳定就业。专

项排查涉民营企业刑事“挂案”86 件，督促相关部门全部清理完

毕。及时跟进检察服务，走访民营企业 500 余家，开展法律宣讲

215 场次，提出检察建议 141 份，促进企业合规经营，防范法律

风险。崇州市检察院办理一起公益诉讼案期间，帮助企业完善审

批手续、维持正常经营，被评为全省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十大

典型案例。 

重视特殊群体权益保护。守护扶贫资金安全，简阳市检察院

针对办案发现的扶贫资金管理问题，督促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清

理，推动建立涉农扶贫资金信息平台，助力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选派 12 名干警奔赴甘孜、凉山扶贫一线，龙泉驿区检察院干警

高山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扶贫攻坚先进个人。履行国家司法救助

职能，向 200 个因犯罪侵害导致生活困难家庭发放救助金 380 余

万元。严厉惩治欺老、骗老等犯罪，起诉 347 人。加强劳动者权

益保护，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12 人；支持务工人员提起

民事诉讼 198 件，追讨欠薪 370 余万元。 

着力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开展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专

项行动，起诉 360 人。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依

法附条件不起诉 109 人。落实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员从业禁

止制度，联合市教育局开展入职资格审查，取消 44 人密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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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资格。依法惩处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未成

年人犯罪，起诉 291 人。深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建

设，与妇联、医疗机构等共同建成“一站式”保护中心 16 个，开

展综合救助 323 人次。217 名检察官兼任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

员，为 30 余万名在校学生开展法治教育。市检察院获评全国检

察机关“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表现突出单位，龙泉驿区青少年法

治教育实践基地入选“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三、深耕法律监督主业，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做优刑事检察。全面履行检察机关在指控犯罪中的主导责

任，对84.3%的刑事案件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

案件一审服判率99.4%，高出其他刑事案件9.9个百分点，促进被

告人认罪服法，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坚持公正与效率并重，

降低案件退查率、延期率，推动刑事案件“案-件比”持续下降。 

坚决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和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

事、经济纠纷等问题，监督立案264件、撤案171件，追捕追诉1117

人，监督纠正侦查活动违法530件次。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

判提出抗诉83件。加强刑事执行监督，通过“巡回检察”等方式办

理相关案件10231件，监督纠正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475人，纠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违法418件次。 

着力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职能作用，会同市监委规范和完善

提前介入、案件移送、工作协作等机制，形成打击合力。受理审

查起诉职务犯罪案件 147 件 171 人，分别上升 45.5%和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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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省部级干部 1 人、厅局级干部 6 人、县处级干部 12 人。立

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 3 件 4 人。 

做强民事检察。提升精准监督能力，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

生效裁判提出抗诉 19 件，抗诉再审改变率连续四年保持 100%；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128 件，采纳率 78.1%。提请抗诉吕某某主张

伤残就业补助金劳动争议案，入选最高检民事检察典型案例。深

化虚假诉讼监督，办理案件 37 件，涉案金额 1200 余万元，发布

8 个涉及“套路贷”“民事执行”等领域虚假诉讼案件，发挥警

示震慑作用。加强审判和执行活动监督，提出检察建议 274 件，

采纳率 99.3%。发现并移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线索 15

件，助力解决“执行难”问题。优化类案监督，建立民事检察监

督年度通报机制，针对普遍性、类型化问题提出建议，获得市法

院积极回应。 

做实行政检察。着力解决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等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开展专项活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45 件。市检察院依

法化解多年信访人刘某某因拆除房屋争议申请行政诉讼监督系

列案，既解决当事人实际困难，又督促行政机关更好履职。开展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提出检察建议 112 件。坚持依法监

督与源头治理并重，针对违规发放低保、农村住房建设施工安全

等方面管理漏洞，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 19 件，采纳率 100%。 

做好公益诉讼检察。联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展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领域专项监督整治活动，督促收缴土地出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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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亿元。深化“守护绿心”公益保护专项活动，提起诉讼 15 件，

龙泉驿区检察院办理的督促保护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耕地案，督

促清理建筑垃圾 7000 余立方米。协同推进饮用水卫生安全专项

行动，督促行政机关向 217 个不合格单位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

推动居民小区、商场楼宇现制现售水首次纳入第三方城市供水水

质检测范围。积极探索公益诉讼新领域，办理督促保护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孟知祥墓案，推动相关部门全面开展文物本体保护

工作。探索构建公益诉讼协同化、社会化保护体系，推动多部门

高效协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开拓参与城市治理新局面。 

四、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锻造“四个铁一般”检察队伍 

坚持政治建检。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定向领航，把学习贯彻成果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双赢多赢

共赢”等检察新理念，落实到检察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完善贯

彻执行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决策部署机制，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

示报告制度，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把握方向、解决难题、推动工作。

坚定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依法对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

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以司法办案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全面提升队伍素能。开展“学先进、找差距、转作风、提能

力、树形象”活动，创建“五个过硬”模范机关。实施办案质效与

司法能力“双提升”工程，组织刑事诉讼实战大练兵，开展全员分

层分类培训，3 名检察官获评“全国优秀公诉人”。一年来，45 个

集体、114 名个人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市检察院获评“全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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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检察院建设组织奖”，崇州市检察院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检

察院”，新都区检察院获评“全国文明单位”，青白江区检察院干

警黄晶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市检察院干警叶锐被表

彰为“四川省先进工作者”。 

深化司法责任制配套改革。严格执行入额院领导直接办案制

度，两级检察院领导带头办案 2875 件。建立健全案件评查机制，

上线检察官行权监督平台，强化办案质效全流程动态管控，促进

办案质效提升，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申诉等下降 33.3%。全面

建立实施检察官业绩考评制度，对检察官工作实绩以量化评价严

格逗硬，通过考核压出紧迫感，3 名检察官主动退出员额。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检。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做好

省委巡视涉及检察系统问题、省检察院巡察反馈意见整改，逐一

挂账销号。对 4 个基层检察院开展系统内巡察，提高自我纠错能

力。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记录报告相关事项 124 件。

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 6 人，做到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五、聚焦公正司法，自觉接受监督 

依法接受人大监督。两级检察院坚持向同级人大常委会专题

报告工作，全力配合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专题调研等活动，办理

人大代表建议 6 件，落实相关意见 103 条，回复率、满意率均达

100%。创新建立“4+N+11”检察联络机制，邀请人大代表参与“四

大检察”主题司法活动。 

积极接受民主和社会监督。认真办结政协委员提案 9 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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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做好联系、沟通和答复。充分保障人民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

组织人民监督员监督办案活动 102 件次。积极推进检务公开，邀

请社会各界人士 3000 余人次走进检察机关为检察工作“把脉”；

公开案件流程信息 20360 条、法律文书 12622 份，做到应公开尽

公开。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开展检察公开听证 159 件，在

全国率先开展公开听证互联网直播，受到最高检通报表扬。 

自觉接受履职制约。依法接受监委、法院、公安等部门履职

制约，对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的 9 件不批捕、不起诉案件，依

法变更承办人重新审查；对诉判不一案件逐案审查剖析，倒逼提

升检察办案质量。办案中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并为律师提供

工作便利，邀请参与接访 118 次，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各位代表，2020 年全市检察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得益于市

委的坚强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市政协的民主监督，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也离不开两

级检察院全体干警的努力奋斗。在此，我代表全市检察机关表示

衷心感谢！ 

同时，我们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服务新时代成都发

展战略的理念、举措不够精准，检察工作影响力和贡献度还不突

出。二是对标更高水平的平安成都建设，检察工作还不能满足人

民群众的新需要。三是“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还有差距，

民事检察、行政检察的监督深度还不够，公益诉讼职能需要拓展

延伸。四是检察干警的能力素质还不能适应法律监督格局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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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全面从严治检责任需要不断压紧压实。我们将紧盯这些问题，

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2021 年工作打算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全市检察机关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和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精神，更加注重系

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聚焦服务保障全面实施“幸福美

好生活十大工程”，围绕“高质量发展攻坚年”主题，为加快建设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贡献检察力量。 

一是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认真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促进

讲政治与抓业务有机统一。 

二是以更实举措服务高质量发展。以“十四五”蓝图为引领，

聚焦“四件大事”，做实成都都市圈与重庆主城都市区区域检察协

作。加快推进天府中央法务区检察服务中心建设，开展知识产权

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着力保护创新。依法严惩经济犯罪，

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三是始终坚持为民司法。严惩侵害民生犯罪，加大对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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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等领域犯罪的刑事追责和民事追偿力度。全面贯彻执行民法

典，监督保障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拓展检察为民新渠道、新形

式。持续深化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做好特殊群体的

司法救助工作。 

四是助推更高水平的平安成都建设。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严惩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犯罪，推进扫黑除恶

常态化。探索司法办案、风险评估、矛盾化解同步推进，积极参

与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建设，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五是深化改革强化法律监督。深入落实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

革部署要求，持续推进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补齐“四大检

察”短板。推动完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强化自我监督制约

和法律监督的双重责任。 

六是全面建设过硬检察队伍。认真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大力推进

高质量业务培训，深化检察官业绩考评。坚持强基层、打基础、

强能力，持续提升基层院建设水平。 

各位代表，全市检察机关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正确领导下，认

真落实本次会议决议，实心干事、科学作为，齐心唱好“双城记”、

主动服务新格局、助力建好示范区、保障办好大运会，以更加优

异的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