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建议。

1 《´12 ¨《，《Œ《《̊ —…《†《《”《¤《《̨ fl《–《•《《̆ ‰

《»——《《˚fl•《˙ł…《†《《”《《¿“《ø《‚»Æ，《˝《《Œ《《˚—
¨¸̂ æ…《†《《”„⁄《《–¤‚《》《《˙《¨ ·̧《·œ–《《《…ß”˝‰¤

《Ø。 《ø《‚»Æ《《̊ fl•《˙ł…《†《《”《‡《Ø‚–˚Ø… 、̇‚–…《
†《‡⁄《《‰《̀ ”《《‡《，7 ˆß̊ —̈ ·̧《·œ–《† »̨Æ。

《•《《˘‰《˝–¤‚《《˜《《《“˜《¨《‰ł——`¸…《《¥‰《

¶ ，̀†，《˝̌ 《́»†‰¨《” …̨《˙¿”˝‚ ‰̃ł《Œ《《…《†《„⁄《《

—Ø— 《̃《̈ ¡·œ–《̂ 《̇ 《̃《…ß。 《º»Æ·œ–《̨ §̈ ˘̋ Œ《 …̆《

†《„⁄《《–¤‚《‰¤《《ˇ《†《，¨ˇ˛“‚ˆ„⁄《《–¤‚《˜《̈ 《¨«

ˆ《̊ 《《《̌ Œ˚《，¿ „̋《《《˚《•·《‡`¸˚fl•《…《†《„《¨¥《»

˜Œ̧ ø̈ ¡《ˆ《˜‡《…¤。 ·œ–《ˆ˙»„‰Æ”ˇ《《《《̀ 《《《，·《
„«《《¸《¸ˇ…《†《、《“˚¶†œ¨¤…《•¤《˛‰《《《、…《˙¿…《
˘《ˇ˛‰《…《…《†《《《˜《—ß·«《¨•‰ˆ《《Æ‡《`¸《《…ß‰¤

《Ø。 ´《《《《《

˚fl•《̇ ł…《†《《”„⁄《《–¤‚《
《《̇ 《《《…ß‰¤《Ø

座谈交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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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ß̃ 《̈ ·̨《„《
‰《̊ 《¡《— 《̄ 《̂《…《¡–

2020 ˜Œ12 《´《`‰æ， 《Œ《《̊ —《 ¿̧《̇ ł•¤《”́ ‰—ł

‰《《‰̇ ł̨ fl《Ø《fl†¿̨ fl̋ —， ¶《̈ «̇ ł̇ §《《̂ ß̃ 《̈ ·̨《„《‰ł——

¨˛̇ 《《《†Ø。
˙ł•¤《”《·——《《《†̄ 《̄¤̈ 《̧º¶《̨ fl̋ —̊ ´̌ 《̨ “˙§

《《ˆß˜《¨˛·《„《‰ł——`¸“—¯《ˆ《《…《”，†，…《˚–《Ł《《
—¯̌ ，•·《¡。 ¶《《《“《《…《”《—•，̌ 《·《《《̨ ·́ —̃—•¤《”

《œ—§•¤́ 《̨ ˜̊ Ø»《《《–»̃ 《̈ º̊ §— –̄»《·——̈ 、̧ ˇ《《˘

‚《̌ ß•《̂ ß《¥《˜̃ 《̈ 《̨《，《Ø《fl†¿̂ ‰̄«《»̆ –•æ《《。
¶《˜《¨˛·《„《‰ł——“—¯《ˆ《《…《”，˚˙《Ø《fl†¿ˆ¯

《¡̀ …《æ̌ 《̋ 《̃《《“《›《《” ¿̋…̀ ¿•‰̊ ‰。 《 ¿̧《̇ ł•¤《”

¯《” ¿̌“《„·¸̌ 《„⁄《《， ˚ ‰̇¤《Ł《《»Æ— 《̄ 《̂《̌ 《《 《̃《

《“《《̌ 《，¶《《《《…《《»Æ·《《《‡ˇ̊ 《̊ 《— ，̄《æ…˝̊ 《•¤《—

《《《“《《《 ，̂《—̀ ƒ《œ̋ ˘̀ 《̧《»Æ‡ —̌ 《̄《̌ 《‰¤《Ł。 《《《˛

省高院在株洲集中听取人大代表意见
‰《¨《，˚¡‚《《”¶《…¶《†˚《《–、《《¯—

˛fl《–»Æ˛fl《–„ø《《‚《´ ¶̊《，《‰《Œ《《《—《”
…fl《—《《¨¡˚¡《《《ˇ¨¸·《·œ–《¶《˚¡•¤《”

„⁄《《《《…ß。 《Œ《《̊ —̈ ·̧《‡£̨ fl»Æ‚–《《̈ ˛

《《《æ̌ 《《《‡《《ø《‚»Æ，《Œ《《《—《”《‡《Ø˚Ø
… 、̇《”‡⁄《《¿›《《†˛…《»Æ《Ø†，‰†»《。 ˚¡

‚《《”•¤„《̄ 《《《《—— 《̃《¨ 、̨„œ…《•¤„《《§
《””《̃ ˇ•《《”《”‡⁄‡´《 »̨“，《Œ《《˚—̈ ¸·《

…《†《《º¸《•¤˛fl《–»Æ《《¨˛̨ fl《–《¯˚⁄̈ «，
《《…《̊ ¡‚《《”《—„《̋ ‹《《、《Œ《《《—《”¨«《《
《”̀ 《《…† …̨《»Æ《Ø。 ¨«„œ̈ ·̧《·œ–《̨ 《¶¸

»“，˚¡¨¸·《·œ–《《¸¨《、”˛„Ø、‡´ˇ†ˆ¨、
《《《《《《、¸§̇ 《ˆæ、《‹—ª《《、¯《¯《‡《̌ fl»Æ

《Ø。
»Æ《Ø˚《ˇ¨˝¤–¤`¸ 2020 ˜Œ《《《·”《

˜ •̌¤《”《˜《《《ª、``《ª„⁄《《《《…《˚¡‚《《”
„⁄《《–¤‚《《˜˘《†《̇ Ø¿《，¸《”《《º»Æ¨¸·《
·œ–《˛§¨˘•¤《”„⁄《《《《…《˚¡•¤《”„⁄《《

–¤‚《《„¿“《《́ 《。
·œ–《ˆ˙《‚‡《，”《˜ˇ•¤《”‰《˜Œ《·《《

˚《·œ–《̀ “́ 《„⁄《《，《《¶flˇ《·œ–《–¤‚《„⁄
《《、‰《˚《…《¶‰，《《《《《《·œ–《‰¤《Ø„《‡《
《—《，《《̊ 《—§。 ˚¡‚《《”„⁄《《–¤‚《̃ 《̈ 《̌ Œ

˚《、``《ª˝»‡《，《ˆˇ《”˝‡«《…`¸《《»Æ《《
˜《̀ ¿，‡《•《•·《‡` •̧¤《”‚《《fl《《„《¨¥《»

˜Œ‚¶‡《《 …̃Ł¿《¯‹`ƒ，¨«ˆ《《„ˇ《̀ ¸”《˜ˇ

•¤《”《《˛‹»⁄《《»Æ„«˘‰《《《《、–£《ˇ̈ ¸ˆæ

《†《《《《《《•‰̂ 《̈ ¡《 《̂ ‡̃《„ß。
„ø《《‚《–《˚《，《º»Æ·œ–《《Æ‡《《˜《《

…ß‰¤《Ø¿ „̋《《—¿ ，̌»Æ‰«·œ–《ˆ 《̇˜《《…ß

…《̊ –ˇ《˚¡‚《《”《‡《Ø《《”ˆ»ª–¤，¶《《⁄《Œ
¨¸·《·œ–《‡⁄˘《《《《·¶《”《˜ˇ•¤《”„⁄《《

《 „̃《— 《̃º《§‡《–《̊ 《‚——»。

《《¿›《《–《˚《，•¤《”《《¯—˚´《《《˜•，
《„《º†»¿“·œ–《《˜„《—˜„《《，，《Œ《《`‰…¶
•¤《”‰«‰ł《»†‰…《˙¿·œ–《`“´《„⁄《《，‰«
·œ–《‰¤《Ø《《˛“˝˘¶fl•¤《”„⁄《《《˜†»‰《

¶fl̀ ƒ。 ˝‹̊ –，¶《¨¸·《·œ–《、˚¡‚《《”、˚—
¨¸·《《»《–《《《·¶《《Œ《《`‰…¶•¤《”《˜„《

— ”̃ 《̋《《œ–《̊ 《‚——» `《»“ ”《̂ 《̃ ¨

1 《´12 ¨《， 《Œ《《̊ —《—《”¶《…¶《《《—《–‡ 《́œ《《

《»——《‰《Œ《《˚—《¸¿《˙ł•¤《”《《¿“《《̇ 《˚—¨¸·《·œ–《

¶《̊ —《—《”„⁄《《《《…ß《ø《‚»Æ。 《¸¿《˙ł̈ ¸·《‡£˛fl»Æ

‚–《《¨˛《¯„œ—《…《 5 ˛»˚—¨¸·《·œ–《†˛…《《ø《‚，《¸
¿《˙ł•¤《”《‡《Ø˚Ø…˙、《”‡⁄《¸„œ˘‰，《‡《Ø‚–˚Ø…˙、
‚–《”‡⁄《《˚⁄， ‚–《”‡⁄»˘‰¤《《…《《《„《《《《《¨˛《¯Łfl

† …̨《»Æ《Ø。
《Œ《《《—《”《《” 《̌《„«̊ 《《《̈ ˛̀ 《»“̋ ¤–¤`¸2020

˜Œ《《《·˚—《—《”《˜《《《ª、 ``《ª„⁄《《《《…《˚—《—《”„⁄

《《–¤‚《《˜˘《†《̇ Ø¿《。 《º»Æ̈ ¸·《·œ–《•《–《˛§¨ •̆¤

《”„⁄《《《《…《˚—《—《”„⁄《《–¤‚《˜《¨《《„¿“《《´《。 ·œ

–《̂ ˙《‚‡《， ˚—《—《”„⁄《《–¤‚《` 《̀ª˝»‡《， ‡《…¤ˇ†

¨ ，̧†，¶《˚—˙ł`‰…¶•¤《”„⁄《《–《˚《¨ ¿̌《。 ˝‹˚–，·œ
–《̂ ·̇《¨《”˛…《˙¿˙《《《˜Œ•¤《 《̨《˚¶、 ·《《 ·̌《»《˝ł

´《•‚《《、…《·《•¤《˛—ß·«、˙¿»fl¶《˛Ø‰¤《Ł《¨•‰̂ 《《Æ

‡《̀ 《̧《…ß” ‰̋¤《Ø。
‡´《œ《《¶《《º»Æ·œ–《《§‡《、„《—˜、《《‰《、…《¶‰

•¤《”„⁄《《–《̊ 《‚——»， †，–《˚《《º»Æ·œ–《《Æ‡《《˜《《

…ß” ‰̋¤《Ø•˙‡£–ƒ„《， »Æ‰«‰¤《Ø¨ˇ《《̊ Æ《《†，…《̊ –

ˇ《̊ —《—《”《‡《Ø《《”ˆ»ª–¤， †，《《‰æ”《《 „̃⁄《《《—…《

《《《《̊ 《，†»¶ …̌《̇ ¿‚ ‰̃ł„⁄《《。 《《《¯̈ 《

检察长带头办案
2020 ˜Œ 9 《 ,́《《˚¡《¤”《《《、˚¡…《

†《《”、˚¡„«《†《《„《̄ ˘¶‰《《《˜̋ ı˜‡ˆ《《¨

30 ¨¸《《ˇ《《Ø《fl、`《《…、†˛…《”《《《»Æ—《
《˚《《《»《‚， 《›《Œ《《˚—…《†《《”《‚¶¤„《

ˇ‰，‰»《《†Ł̀ Œ̌ 《…《†《《”《《《《。
†Ł̀ Œˇ《…《†《《”《‡《Ø̊ Ø… 、̇…《†《‡⁄

—《̨ 《‚《„《¸§《《《《，˚—…《†《《”·《˘《¸ß˙ł
《”‡Ø《《2 ˆß…《†《„《—›《œ，《《《»˚–…《‡《
`，`¸ 9 ¨¸《˘“211”《¤《‚《Ø，…《†《‡⁄《˜
《《、《Æ《¶、《˘《《《《†Ø–¤‚《，·ł`《《¤《‚《Ø
《《45 《《˜《¿¸•《̀ ¸《《《《《¿《”、 ˇ˛‰《《¨

˛˚《《，《《《《†Ø《‚…《˚–，《¤《‚《Øˇ《《《†Ø
»œ„《•，‡《5 •《†„‡《《⁄《《˝¤《“˚Ø，`—‡《
¨¡《⁄《《…ß 40 《《《ı。 12 《´ 11 ¨《-15
¨《，‚ˆ《‚¿“˝¥《《《《，†Ł`Œˇ《…《†《《”《ˇ
‚æ《《†Ø˚´˚《《⁄《《，¨«ˆ《˝ ‰̆ł¨ˇ《《¨ •̌£

·《¿《‡《—《，30 ˆß–»‚《¨¸¨«†¿¨ˇ《《¨ˇ

•£。 12 《´25 ¨《，‚ 《̂‚《»《《—ß̄ —，…《†《
»œ„《¨ ¶̌¤《˜˚´˚《、《《ˆß…《《Æ‡《《˜`¿—《
‰¤《Ø《ø–»•¤《”̄ —《《̈ ¶̌¤†《̃ 《。

‰《《`̃ ¿̇ 《, ‚ 《̂”《《《《《˜̊ —…¶《《《ˇ

„《¯˘¶‰《《《‚…《”˝¸ø《—《《”《¶æ《‚《ø†《

¨¡《¤《《《 《̆《《《。 …《†《‡⁄、‚–…《†《‡⁄《¨
《”̀ 《《…·ł̋ •《《《《《《”《¶æ《‚…《11 …《58
¨ ，̧ ¶《̂ ¿̆ 《《‚…《《 《̃《《‚»•‰《《《《‰„《̨ 《̊《

„《，† 《̨º《¶̨ 、̊《fl̨ 、̊《‚…《»Æ《《《¨50 《《
· 。̨

严把案件质量
2018 ˜Œ5 《 ,́†Ł`Œˇ《…《†《《”˚《《《

` „̧«《†»œ„《《˘̧ ˝《˜《《˜‡《《、《¸˜‡《¿《¨

13 ¨ 《̧《̌ 《《《— 《̆《̊ 、́„ 《̊《《 ”̧ƒ《‚。 ‚ˆ

《‚–《̂ 《¿·̊ ˙《»˘《˘《̋ ¤—《˚´《‚…《，《《《《
‚ˆ《‚†˛《º¨¸《–¶《、《《•《‚·《《、《《»Æ《《
ˇ《¶æ`《，《《˘《`¸《”`《《…《˜《《˚《，¨•¶¤
《¤《《¿《̧ 《《《《《。

《–̊ –《¤ˇ《¶•《ø‚《¿“˚…，»„ˆ»《—‡《
《¤《《《《《˜̧ 《•¤‰《˚ ，̋¸ø《《¶《¶æ̊ ˘`ƒ¨ˇ

¶¤《˜–Œ《…»„·《《《†»˝‹¿·•¤，†Ł`Œ̌ 《…《

†《《”…Æ‡《“”《¶æ•‚《《《»‚《†»• „̄《,†»̊ ˙

”《¶æ•‚《《《»‚《†»·《˚《”《˜《“˙《，《›„《
《—《¿”《《《¶¤¶《‚ 《̂‚‰ł——•《《‚·ƒ《《。 《»

•‰̂ 《， ‚ø《《ˇ《《—•‚《《˚´̊ 《”˝《⁄《《，¨ˇ
¶¤《《˜‡《《《¨ 9 ¨¸†»•ß”ˇ¶æ˚˘`ƒ¨ˇ¶¤

–Œ《…,¶《9 ¨¸̌ —̈—《Æ̆ 《„«̧ 《，…《̊ –·《»《

` •̧‚《《。 `《《»•‰̂ 《，《《”ˇ̈ «《‚，¶《《《†Ø
•，ˇ《¿《˜《《《…《¶æ˚˘`ƒ•‚《《…fl˝¯《˜《¸

˜‡《¿《¨4 ¨ ,̧ ¿…́ 《̇‰̈ 《·《《《·《̀ ¿̨ ·†Ø

˙《《˜•‚《《˚´˚《”˝˚《ˆß˛·–»《˘¸˝《《†Ø

˘《̧ 《《˜˝‹»《，˛“–《ˆ《《《¶æ˚˘`ƒ•‚《《…fl
˝ 《̄《–《•¤´《《 ‡̌ ，̋‰¤《Ø《《†Ø»œ„《`《——
`，《‚《《†Ø，《“–《《《†Ø¸…´•，†，…《˚–《˘
《《†„《⁄《Æ‚《《《《…《《†Ø̈ ¡《⁄, ‰ł《»†‰《《
¨º̋ 《《《̆ 《•‚《《̊ ´̊ 《。 《《《《，”Æ¿《†Ł̀ Œ、
《《̀ Œ`‰《《，《《《¸˜‡《¿˛“̊ 《《˜¶æ˚˘̀ ƒ•‚

《《…fl˝¯”˝《《《•˜‡»“《¨˛“˚《《˜《《”《•‚

《《《Ø《fl–»˝《‡《， 《《《‚¨¸《––»《»˝ł·《

《¡。 ‚ 《̂‚–»̆ 《̨ “̈ «̊ ¡…《†《»œ„《《¤”《‡《

¶æ《¤ˇ《¶•《ø《¯—ª《‚…《，《《《‚《›《Ø–»˚¡
…《†《《”《《̈ «̊ ¡̋ ‰̆Ø。

优化营商环境
《《《《《„•—,†»̈ 《‚“《《‡Ø—‰。˝ ‰̆ł《·

˝•《 《̨《,†ø‡《”《¶æ˚˘̀ ƒ《˜《《《œ̋ `¨《,˚˙

˝ ¶̆fl̂ æ《“《›… •̂，《„《 《̃ –̨《《fi†《。
“《¸¸˝‚《`º˝`†˜`ˇ《˜¸《»œ《《”ˆ

`¸，¸›《“˚˙‚《¿“‡《„《《ı，¸›《˜‡《《˝–《
ˇº¿“‡《̈ ¥……”¶æ̊ ˘`ƒ•‚《《̋ ¯»《‡《《–

《《˜‡《˛《《†Ł`Œ„⁄《《《《˛“˙¿《¿„⁄‡《‡《

《¶‰—̌ ø。 2017 ˜Œ《《《·，《《̃ ‡”《《º̆ 《̇ 《

˘《 4 ¨¸¶《·˛†《¨¡‡《《¶《¸¨¸、 《《《《˝《

—†、˙ˆ《'《《¸《《¨˚《¶˛，˙¿——–˘˘¨¸ß¨¸
¨ˆ‡《‚《`º˝`»ı《·、˝¸‡《˜‡《《·《‡§‰¤《Ł
„⁄‡《，¶《·˛¶《˜‡《《·《‡§《˜《¸̧ ˝‡《`《‰ł

——《„‰《，»„《《…fl¶《¨《̊ fiˆß·《ˆæ《《˚'„⁄

ˇ《‡¡《《˛《¨《»•《‡˛“《《《《¨¯《Ł„⁄，˘¨˚„
˘《《《̋ ‹《《《º˘《‰ł——”ˇ《《，《ˇ《《¨¯´《̀ ¸

†Ł`Œ„⁄《《《《《˜《œ†œ《›《“《 —̈《，《《《–《《
《《‡《̀ ¶̧æ̀ 《《 《̃《»Æ《《̌ 《。

2019 ˜Œ5 《 ，́†Ł̀ Œ̌ 《…《†《《”《《《《

`¸《《˜‡”《《¨4 ¨¸¶æ̊ ˘`ƒ•‚《《《‚，‰«‡⁄
˘《¯《《Æ《《†Ł`Œˇ《„⁄《《《《《˜《《《《˜‡”《

˛“̊ 《，《《˜‡˜‡、„ø̃ ‡《œ、《《˜‡̨ “《《《“‡《

《–《˜¶æ˚˘̀ ƒ•‚《《˝ »̄《《»„ł¶ 《̧《，»„˝¤
„《《˘•，《—《º¶《—《”˝¿《———《《˜…《†《‰¤

《Ø,《《《œ《《̇ ł”˝̆ 《《《《ß《 ‰́¤《 、̆…《̇ ¿•《

•¶，《—`ƒ̨ ‹»⁄`¸„⁄《《《《《《‡£《œ†œ《›《“

《 —̈《，¸《̇ 《̀ ¸̌ 《„《——《《《 《̨《́ 《̌ 《。
3 ˜Œ《·， †Ł̀ Œ̌ 《…《†《《”‰«̨ ´̄ fl̆ 《

《《…《†《——¶fl《º《¤”《‡《¶æ《¤ˇ《¶•《øˇ《

‰Æ” ，̌《《•¤‡˝《 《̨《—˘《《˚ 、́˙¿´《˙¿´《、
˙¿《¿„⁄‡《、¶æ《《《Ł„⁄《¨˙《”ƒ˘《《《《ß《《
•‚《《， „†¯œ†¶·¸《《•‚《《《‚ 19 …《 35
¨ ，̧˘《̧ 《21 …《 111 ¨¸，†，《《《《《‚„《‡《
《—¨«ˆ《̆ 《„《《《˘《•《ˇ《，《《·《̌ 《¶¨…ı《《

`¸̆ 《《《̧ 《《《。 •º《《

《Œ《《《—《”
《《《 ¿̧《《《̈ ¡̊ —̈ ·̧《·œ–《《《…ß

《¤”《‡《¶æ《¤̌ 《¶•《ø¿“《„《《《·,†Ł̀ Œ̌ 《…《†《《”‡《•《•，»《•¤́ 《…《¶‰《《̃ 《《《《ˆ

批捕涉黑涉恶案 21件 57人

■相关链接

《¤”《‡《¶æ《¤̌ 《¶•《ø¿“《„《《《·,†Ł̀ Œ̌ 《…《†《《”„†《《《《《Æ̇ º̄ œ《…·《†¶《《”《《《¶æ•‚《《《‚…《21 …《57 ¨ ，̧《《《《《˘̧ 《̋《†Ø̆ 《̧ 《

《《”《《《¶æ《‚…《25 …《105 ¨ ，̧¨ ¶̌¤†，̄ œ《…·《†¶”《¶æ̊ ˘`ƒ•‚《《《‚…《12 …《33 ¨ ，̧¨ˇ¶¤†，《Æ̆ 《„«¸《”《¶æ˚˘`ƒ•‚《《《‚…《12 …《
75 ¨ ，̧•，‡《《…《†《‰¤《Ø̊ Ø》15 •《，•，‡《《《《《《̨ ¥•¤̋ ¤《“̊ Ø》13 •《，•，̌ 《†，《˘̧ 《̋《”《《《¶æ•‚《《…《–£»⁄《¡̌ 《̧ 《27 《ı。 ˘《《—，˚¡、
˚—…¶《”‰»《《《 《̃《̃ 《《“《‚·《9 …《39 ¨ ，̧˚《̀ ¿̨ »《《《Œ《《̊ —…《†《»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