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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军分区工兵分队跨区联训在如皋开训　Ｐ１７１

●《检察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检察院查办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工作经验　Ｐ１７５

●市法院６０周年院庆　Ｐ１７７

●搬经镇芹界村被命名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Ｐ１７８

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人人人民民民武武武装装装部部部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人民武装工作在南通军分区

党委和如皋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以学习实践

活动为载体，以服务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为己任，抢

抓新机遇，扎实打基础，科学搞建设，创新谋发展，

取得全面建设的新进步。

政治理论教育　年内，市人武部将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贯穿于政治理论教育的始终。３月

下旬～５月上旬，先后三次组织人武部机关和全市

专职武装干部脱产专题学习科学发展观理论，邀请

市全国人大代表阎建国作专题辅导讲座，组织听取

海安县人武部先进典型报告。４～６月，开展“三个

带头”（带头保持政治坚定和思想道德纯洁；带头淡

泊名利，正确对待个人进步；带头讲纪律、守规矩。）

教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健康情趣教

育和提高党委班子能力建设教育专题理论学习，按

照“学习一个观点、解决一个问题、交流一次体会、

推动一项工作”的思路，坚持落实“六个一”（一次外

请报告、一次外出参观见学、一次心得交流、一次小

组讨论、一次体会展评、一次理论知识测试），全体

干部职工撰写心得体会１２０余篇，其中１２篇被南

通军分区评为优秀体会文章。７月，在“菜单式选

学”基础上，结合实际工作展开整改，集中７天时间，

围绕如何推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展

开讨论，先后整理出党委决策、工作指导等３个方面

的１４个问题，形成调研报告５篇，至年底，解决其中

１２个问题。７～９月，开展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系列庆

祝活动，激发爱党、爱国、爱军的政治热情。政工研

究、新闻宣传工作均获南通军分区表彰。

国防教育与民兵政治教育　年内，市人武部依

托青年民兵之家、民兵活动中心户，利用民兵整组、

军事训练、征兵工作、节假日民兵返乡等时机，开展

职能教育和形势战备教育，保证民兵政治教育的时

效性。国防教育信息台定期发送国防教育短信，全

年累计发送短信３．６万条，接受信息民兵３５００余

人。民兵刊授教育被《中国国防报》、《解放军画

报》、《中国民兵》评为先进单位。

军事训练　年内，市人武部贯彻军委主席胡锦

涛关于“大抓军事训练”的重要指示和全军军事训

练会议精神，严格依法治训、按纲施训，完成年度训

练任务。２月１日，农历新年上班第一天，以学条

令、训队列、整作风为内容的“学、训、整”活动即行

铺开。２月２～５日，全体干部职工赴南通，参加军

分区统一组织的“学训整”活动，进行理论考核、队

列会操、拉练和以实弹射击、实弹投掷、实爆作业为

内容的“三实”训练，以“三实”训练第一名、理论考

核第二名的好成绩夺得流动红旗。４月，民兵水、

电、气、化、火“五支队伍”在完成共同科目和各自专

业技术科目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反恐、维稳及处

置突发事件要求，进行多专业分队协同演练。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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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民兵“四会”（会讲、会教、会示范、会做思想政

治工作）教练员集训。４～７月，组织医疗、防化、通

信、工兵、高机、侦察６个专业分队参加南通军分区

范围内跨区联训，获５个优秀、１个良好的好成绩。

７月中旬，全面展开民兵报务训练。８月中旬，组织

１１０名民兵参加军事体能比武。８月，在南通军分

区组织的专职武装干部集训考核中，名列第一。

９月中旬，开展民兵应急分队训练。９月２３～２５日，

在省军区第三季度军事理论学习网上理论集训考

核中获优秀成绩。９月底，民兵报务训练和中学生

军训圆满结束，市人武部被评为南通市民兵报务训

练和中学生训练先进单位。１０月底，参加南通军

分区组织的“通防－２００９”演习，全员、全时段完成

上级赋予如皋防区演习科目。

征兵工作　１０～１２月，全市征兵工作经历宣传

发动、乡镇体格初检、政治初审、送市体检政审、走

访定兵、新兵启运等阶段，圆满完成新兵征集任务。

基层武装建设　年内，市人武部严格按照镇

（开发区）人武部“五条标准”和民兵组织建设“七条

要求”，持续抓好民兵阵地建设。全市完善基层武

装办公设施、场所和完备训练器材的镇村占９０％。

完成镇（开发区）人武办公指挥网络化改造，实现互

联互通。组织民兵参与“六城同创”、“全面达小康、

建设新如皋”新农村建设，开展“民富、村美、风气

好”主题创建活动，动员民兵带头投资兴业、自主创

业，带头勤劳致富、脱贫致富，组织参与创卫拆迁、

扶贫帮困等重大活动２００００余人次。１２月，如城

镇党委书记黄毅、东城镇党委书记冒平被评为南通

市党管武装好书记，如城镇、搬经镇、下原镇、东陈

镇、江安镇被市委、市政府、市人武部表彰为武装工

作先进集体。

战备和安全管理　年内，市人武部及时修订各

类战备预案，节日战备制度落实到位，全年安全无

事故。１月７日，根据军区《关于采取果断措施遏制干

部违规开车的通知》精神，组织干部职工签订不违

规开车保证书，重申现役干部严禁驾驶任何车辆的

规定。春节期间，按照省军区“四管”（管住人，管住

车，管住酒，管好新兵）要求。逐一落实自查自纠和

互助查纠工作。２月２７日，开展“我的安全我负责，他

人安全我有责，单位安全我尽责，出了问题严究责”

的“四责”教育活动。３月，组织装备管理业务技能训

练，在南通军分区组织的“三熟悉四会”（熟悉基本

性能、熟悉数质量情况、熟悉日常管理；会操作使

用、会检查、会维护保养、会排除一般故障）装备管

理考核中获总分第一名。４月７日，根据上级部署，针

对国内发生袭击哨兵事件，强化营门值班职责，落

实相关防范措施。４月１５日，结合民兵整组，组织基

干民兵、应急分队进行协同训练，按战备和抢险救

灾、应付突发事件要求，配齐相关器材。４月２２～

２９日，逐一点验各应急分队，普查各镇战备工作和

抢险救灾、处突维稳预案。５月４日，组织仓库保管员

进行业务技能竞赛。６月，组织复核全市国防潜力调

查数据，勘察重点防卫区及防汛险段，根据新勘察

数据修订相关预案。６月２３日，南通军分区司令员贾

建民一行到磨头机场、如皋港等地进行防区勘察，

复核如皋市重要目标和重点防汛地段数据。６月

３０日，组织参加军队计算机“十条禁令”知识竞赛。

７月１０日～９月上旬，组织为期２个多月的防汛救灾、

处突维稳等战备工作大检查和“三防四反”（防事

故、防案件、防失泄密；反渗透、反心战、反窃密、反

策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至９月上旬，全市排查梳

理出的２３项战备工作和安全管理方面的疏漏隐患

全部逐一整改到位。

【人武部政委于勇赴京慰问中央警卫团如皋籍战

士】　２月２８日，市委常委、市人武部政委于勇等随同

南通军分区慰问团赴京，到中央警卫团慰问２００８年

冬季入伍的２５名如皋籍新战士，带去如实记录２５名

新战士每个家庭实际情况的电视专题片《乡音》，家

长们在屏幕中的谆谆教诲使新战士们备受鼓舞。

【南通军分区工兵分队跨区联训在如皋开训】

５月１８～２２日，南通军分区工兵分队跨区联训在

如皋展开，南通各县（市、区）民兵工兵分队１００多人

参加排爆、筑城、爆破、舟桥等科目集训。

（葛剑南）

中中中国国国人人人民民民武武武装装装警警警察察察部部部队队队
如如如 皋皋皋 市市市 中中中 队队队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武警中队围绕“抓落实、严要

求、树榜样、创先进”的工作思路，紧贴时代发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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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使命、官兵实际，坚持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着

眼有效履行职能使命，扎实推进部队建设在新起点

上全面发展，高标准实现“两个确保”（确保以执勤

处突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确保部队的高

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执勤处突　年内，市武警中队担负市看守所外

围武装警戒、武装押解和如皋地区反恐、处突任务。

狠抓执勤“三个一遍”（对执行情况检查鉴定一遍，

对执行目标分析研究一遍、对目标单位及上级走访

一遍）制度的落实，圆满完成执勤、处突任务。全年

完成武装押解任务１６次，累计出动兵力３２人次，行

程８８００余公里，参加公审、公判活动２次，累计出动

兵力５０人次，执勤目标安全，连续１９年无事故。

思想政治工作　年内，市武警中队强化官兵的

思想政治工作，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氛围。加强党

支部建设，突出抓好人文建设，强化党性观念。争

取地方财力支持修建文化活动中心，丰富官兵的物

质文化生活。开展警民共建活动，共与三家单位结

成共建对子。

行政管理　年内，市武警中队依据条令、条例

和《基层正规化管理规定》，加强对人、车、枪弹、酒、

内外关系的管理，特别强化干部八小时以外的教育

管理和士官队伍的教育管理，秩序正规，作风严谨，

纪律严明，关系密切。

后勤保障　年内，市武警中队依据《基层后勤

管理规定》，着力培养炊事员、卫生员、通信员、军械

员等后勤专业人才，打牢中队建设根基。争取经

费，更新中队营产营具，改善官兵生活条件，综合保

障能力显著提高，从而达到保障有力的总要求。

（陈晓善）

中中中国国国人人人民民民武武武装装装警警警察察察部部部队队队
如如如皋皋皋市市市消消消防防防大大大队队队

【概况】　武警如皋市消防大队（市公安消防大队）

下辖如皋市消防中队、如皋港区特种联合消防队。

全市建有义务消防队２９５个、兼职消防队９９２个，其

中年内新增义务消防队２１个、兼职消防队９０个。

执勤岗位练兵和灭火救援　年内，市消防大队

（中队）处置火灾事故、抢险救援和群众求助近

１０００起，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８名官兵受支队

嘉奖。在支队组织的器材改造创新竞赛、双百日安

全竞赛、车辆装备应知应会竞赛中，所属中队均获

好名次。在各阶段执勤岗位练兵考核中，大（中）队

均列县级前茅。２月，成功处置“２·１３”新邦化工

科技公司化工泄漏事故。５月，增援处置“５·２６”

海安河润油料公司油罐火灾。

经费投入和后勤保障　年内，市消防大队添置

Ａ类泡沫车、五十铃水罐车各一辆。如皋港区管

委会另投入１９０万余元，为如皋港专职队配置高喷

车、五十铃水罐车及相关器材。

消防监督执法　年内，市消防大队结合抽样性

消防监督检查及平时检查对全市各有关单位履行

消防安全职责情况开展全面检查。年初，分别召开

全市消防工作会议和消防联席会议，回顾总结

２００８年度消防工作，传达省、南通市消防工作会议

精神，研究部署２００９年度消防工作任务。重新调

整确立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３３５家，两次召开全市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工作会议，从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制、规范消防安全管理、认真整改火灾隐患等方面

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管理提出具体要求。

消防宣传　年内，市消防大队积极开展消防宣

传“六进”活动，消防监督人员深入企业、农村、社

区、学校、机关、家庭开展消防宣传３００余次，发放消

防宣传卡片１万余张，为各行业人员培训２００余次。

消防站累计接待社会单位３０余家，参观３０００余

人次。征召消防志愿者２０００余人。４月９日上午，举行

全市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宣传月启动仪式。

５月，市安委会在文峰大世界举行安全生产月活动，

市消防大队展出消防展板３０余块，张贴横幅１００多

条，向群众发放消防宣传卡片１０００余张。８月，与市

老年体协签定《特色消防志愿者合作协议》。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３月，市消防大队联合市安

监、工商、文化等职能部门及各派出所，开展全市范

围内的公众聚集场所、高层和地下建筑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累计召开全市动员部署和协调会议

４次、有关场所负责人会议４次。其间，累计排查

各类高层建筑６２处、地下建筑３２处、公众聚集场

所２４０家，发现火灾隐患１６７处，督促整改火灾隐

患１５８处，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５６份、《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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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意见书》５６份，根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对３家公众聚集场所的隐患部位实施临

时查封，对５２家无合格消防手续的公众聚集场所

实施停业整改。

（葛晓东）

人人人 民民民 防防防 空空空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按照市委、市

政府的总体要求和部署，按月落实推进全年人防工

作计划，较好地完成目标任务。

宣传教育　年内，市人防办结合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和新修改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办法》，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在

《中国人民防空》、《江苏人防信息》、《南通人防信

息》以及相关网站上发表人防信息１６篇、调研文章

４篇。及时更新维护《如皋人防》门户网站，进一步

完善网上政务信息公开。３月，结合行政执法例行

检查，对工程批而不建、未批先建、申请减缓免费用

的企业开展“送法进门”活动。与教育部门联合出

台《如皋市学校民防知识教育工作意见》，为开课学

校增订民防知识课本１０００册，至６月底，全市共有

４０所２９５个班级１７０１３名学生接受人防（民防）知

识教育，开课率１００％。４月中下旬，与结对共建社

区如城镇迎春街道宏坝社区开展以“增进民众身心

健康，增强民众防空意识，关注民生质量改善”为主

题的社区文化艺术节暨“民防杯”体育竞赛活动，并

将居民防灾应急知识编制成图文并茂的展板在城

区部分幼儿园、小学及市民广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

巡回展出。５月，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前夕，在

如城安定广场主办以“传播减灾文化，共建和谐家

园”为主题的全市首个“防灾减灾日”大型专场文艺

晚会，并开展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及科普知识广场宣

教活动。组织对在校学生开展人防知识教育。

７月，与市教育局联合组织全市中学生“民防杯”应

急防护知识竞赛活动。

工程建设　年内，全市人防工程立项工程

９个、开工工程６个、竣工工程２个。１１月，市人防

办举行人防地下指挥所建设开工仪式。

经费筹集　年内，市人防办通过严把源头关、

取消特殊政策、严格控制减免、漏网项目挖潜、争取

协作单位支持等措施，强化规费筹集力度，全年累

计征收人防建设经费１４７２万元，占南通市人防办

年初下达６００万元任务的２４５％，创历史新高。

指挥通信建设　年内，市人防办落实战时人防

指挥机构实名制，进一步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新安装

警报器两台，人防警报建设开始向乡镇拓展。５月，与

市公安、消防部门联合组织治安、消防专业队训练，

参训１３０人。８月１日，成功组织全市第十二次防空警

报试鸣。８月，完成第三次人防资源数据库数据采集

工作。配合南通市人防办在九华镇开展“南京军区人

防办人口疏散体系建设”调研考察活动。

（章开生）

公公公　　　　　　　　　安安安

【概况】　市公安局下辖派出所２８个、责任区刑警

中队６个、交巡警中队１５个。２００９年，被南通市

委、市政府表彰为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先进集

体，侦破特大网络贩卖枪支案专案组被公安部荣记

集体一等功。

“１１０”接处警　年内，市公安局“１１０”报警服务

台受理有效报警同比增加１１．４％，通过“１１０”快速

反应，为群众提供救助服务４９０人次。

维护政治稳定　年内，市公安局成功处置各类

群体性事件，圆满完成“两会”、国庆６０周年等敏感

时期大型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未发生影响稳定的

重大事件。

经济文化保卫　年内，市公安局累计检查企事

业单位１４００余家次，重点单位技防覆盖率达

１００％。全市现安装电视监控主机２２４台、探头

２２５０只、ＣＫ报警装置１８３套、周界报警器２１套、

电子巡更仪１３３套、视频监控外延１８４只。全市各

中小学校新增远红外报警器主机１３７台、探头

７６６只，安装视频监控探头６０５只、ＣＫ报警器２２只，

配备合格保险箱８８只、灭火器４５２８只，初步形成

人防与技防有机结合的校园防范网络。

治安管理　年内，市公安局查处治安行政案件

同比增加６９．８％。通过治安巡防、快速处警和卡

口堵控，“两抢”案件同比下降５３．７％，盗窃摩托车

案件同比下降５５．３％，盗窃电动车案件同比下降

１６．１％，盗窃电瓶案件同比下降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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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强警　年内，市公安局牵头推进“加强以

社会面视频监控为主体的技防工程建设”的政府为

民办实事工程，投入４４００万元，新增监控探头

３６００余只，新增社会面监控摄像头３６５只，其中高

清枪机７７只、球机４４只、标清枪机２４４只，新增

ＣＫ报警器３７４只，所有监控全部安装辅助光源，

图像均实时传输到局监控中心。１０月，如皋市被

省公安厅、省科技厅授予江苏省科技强警示范区县

（单位）称号。

户籍管理　全市现有常住人口１４１万人、暂住

人口６４９５１人。年内，累计清查流动人口１０３５６人

次，清查重点部位３００６处。

刑事侦查　年内，市公安局接报刑事案件同比

减少７．６％，抓获刑事作案成员同比增加１１．６％，

侵财案件破案率达５２．２％，发生的“八类”案件全

部侦破，连续１８年保持命案当年全破战绩。重点

打击如城地区寻衅滋事、欺行霸市、横行乡里的恶

势力犯罪，累计打掉恶势力犯罪团伙２８个。加强

易制毒化学品源头管理，严打社会丑恶现象，累计

收缴毒品海洛因７６克、冰毒６０克、Ｋ粉７．２４克、

大麻０．４４克，铲除罂粟５７４８株。

出入境管理　年内，市公安局受理中国公民因

私出国（境）同比减少３５．８％，办理临时入境到如

皋境外人同比增加１０４．８％，常住境外人员同比增

加６．４％。１月，出入境窗口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

文明窗口。

法制工作　年内，市公安局受理行政复议案件

同比减少１４％。办理诉讼案件同比减少４０％，办

理行政许可项目２７９５件、便民服务项目２５２４３件。

监守管理　年内，市看守所收押各类人同比增

加１３．１％，其中拘留逮捕同比增加４４．５％，劳教少

教同比减少１４．３％。行政拘留所拘留同比减少

０．０３％，其中行政拘同比减少０．４％，司法拘留同

比增加０．００４％。

水上警务　年内，市公安局累计检审各类船舶

３５６条，审验户口簿３５６本，换发临时船民证９５２张，

其中重新采集船舶信息１５４条。配合市盐务局查处

非碘盐、走私盐３８次，查扣各类违法盐２０余吨。处理

船只碰撞、搁浅事故１７起，人员溺水事故７起。

【第九届“十佳”民警和“十佳”警嫂评选】　３月，经

民主推荐，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全体民警投票选举，

法制室审核二科葛兆美、锦绣派出所孙健、刑事侦

查大队如皋港责任区中队明波、经济文化保卫大队

二中队杨海燕、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事故科倪绍山、

迎春派出所陈杰、治安管理大队综合室丁正丽、开

发区派出所周岚、刑事侦查大队搬经责任区中队张

海飞、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搬经中队沈建当选

２００９年度（第九届）“十佳”民警；指挥中心秘书科

仲小龙的妻子刘妍妍、治安管理大队处警中队马忠

的妻子刘萍、皋南派出所吴祥的妻子王诚云、桃园

派出所印振峰的妻子葛亚丽、林梓派出所陈云龙的

妻子张芹、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秩序科李建树的妻子

徐香梅、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如皋港中队朱海军的妻

子印建如、刑事侦查大队五中队张建圣的妻子肖德

琴、刑事侦查大队搬经责任区中队刘辉的妻子吴

银、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二中队明兴军的妻子陈燕当

选２００９年度（第九届）“十佳”警嫂。

（许　虎）

检检检　　　　　　　　　察察察

【概况】　市检察院现有干警１０２人，其中：检察员

５８人，助理检察员１８人，书记员１７人，司法警察７人，

工人２人，大专以上文化者占９８％，本科文化者占

７３％。２００９年，综合考评居南通第一，获南通市级以

上集体表彰２７项，被省检察院推荐为全国检察机关

一等功先进集体，继续被评为省先进检察院、全国

检察宣传先进单位。４４人次获各类个人表彰。

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年内，市检察院审查批

准、决定逮捕２３５件３１２人，审查决定提起公诉

５４２件７２２人，批准逮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犯罪１３件１５人，提起公诉１８件４２人，同比分

别上升８５．７％和３８．９％。先后办理柳盛平等６人

流窜作案疯狂盗窃５３万余元农户资产案、孙海涛

等４人侵占熔盛重工有限公司财产案等一批有影

响的涉农、涉企案件。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

策，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从犯、偶犯和轻微犯罪

案件依法从宽处理，累计不予批准逮捕７１人，不予

起诉４９人。深化青少年维权和弱势群体司法保护

与救助，对１９名因无法获得经济赔偿造成生活困

难的刑事被害人等弱势群体，实施司法救助

４．６７万元，其中救助 １７ 名涉农刑事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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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万元，体现司法人文关怀。

反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检察　年内，市检察院

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

２１件２３人，涉及科级干部７人，同比分别上升

５．９％和４０％，其中，大案率占９４．１％，“窝串案”占

３８．１％，涉农案件占４７．１％，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

济损失４００余万元。６月１６日，查办和预防涉农

职务犯罪工作经验被《检察日报》头版头条报道。

１２月，市反贪污贿赂局被评为南通市检察机关“严

格规范执法，确保司法公正”先进集体。

职务犯罪预防　年内，市检察院以完善行贿犯

罪档案资料、做好行贿犯罪查询工作等多种形式，

推动反腐败工作深入。将沿江开发重点工程、扩大

内需重点投资项目及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等作为重

点，加强职务犯罪预防研究，主动跟进预防。积极参

与全市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严格执行

建筑、园林等市场廉政准入规定，推进行贿犯罪档

案查询。全年结合办案，累计提出检察建议１６份，形

成专题调查报告８份，相关建议、报告分别被最高检

察院和省检察院转发，并转至相关部门决策。

控申举报　年内，市检察院受理各类控告、举

报、申诉信访２２１件，其中属地管辖的１２９件全部妥

善处理完毕，参与化解各类矛盾纠纷２１０余起，连续

１５年保持涉检上访赴省进京“零记录”，工作经验被

省委政法委推广，继续被评为法治建设先进集体。

监所检察　年内，市检察院对６２０余名社区矫

正人员进行专项检察。市看守所连续１２年无超期

羁押、无重大疫情、无死亡个案、无安全事故。

民事行政检察　年内，市检察院受理群众申诉

案件４８件，立案审查２７件，其中：对判决、裁定正确

的２１件申诉案件，耐心向当事人析法说理，做好服

判息诉工作，维护人民法院的公正裁判；对认为裁

判确有错误的，通过检察建议和提请、建议上级检

察院抗诉等形式依法监督，南通市中级法院再审改

判２件，裁定终结２件。积极探索民行督促、支持起诉

工作，办理支持起诉案件５件，督促起诉案件７件，为

国家挽回经济损失３００余万元。８月，与市法院签订

《关于建立民事支持起诉协作机制的意见》。

“检调对接”办案　年内，市检察院积极探索新

形势下检察权实现的新方式，深化“检调对接”专业

化建设，全年累计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和解３６件、民

生诉求和解８件、民事申诉执行和解９件，坚持宽严

相济、本地与外地当事人平等保护的原则，对１５名

犯罪情节轻微、悔罪表现好、得到被害人谅解的犯

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予起诉处理。９月，设立“检调

对接”案件办理中心，配备４名业务能力较强的干

警，以中心为窗口，集中办理交通肇事、故意伤害致

人轻伤、过失致人重伤和发生在亲友、同学、同事之

间的未成年人、在校生犯罪四类轻微刑事案件，并

开展对此四类案件的法律监督，归口管理控告申

诉、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办理的涉检信访息诉和民事

申诉执行和解工作，融刑事、民事申诉执行、涉检信

访息诉三种和解为一体，探索钝化矛盾、和谐司法

的新路子。

调研、宣传、信息　年内，市检察院先后在《法

学杂志》、《中国检察官》、《法制与社会》、《当代学术

论坛》、《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等国家级、省级期刊

上发表调研文章１９０篇，其中３０００字以上文章

１６０篇，被核心期刊《法学杂志》录用文章４篇。累计

被各级新闻媒体采用新闻稿件２６７篇，其中国家级

１６２篇（其中《检察日报》２２篇）、省级７４篇、南通市级

３１篇。累计编撰信息６１期，被南通市院简报录用

７篇、省院简报录用４篇。

【《检察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检察院查办和预防涉农

职务犯罪工作经验】　６月１６日，《检察日报》头版头

条以《南通如皋监督农村饮水工程建设》为题，报道

市检察院查办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工作经验。

（孟　阳）

审审审　　　　　　　　　判判判

【概况】　市人民法院现有派出基层人民法庭６个

（开发区、白蒲、石庄、港区、搬经、磨头）。现有干警

１８２人，其中：审判员１０７人，助理审判员６人，书记员

４７人，法警１８人，法医１人，工人３人；具有本科学历

的１４３人，占７８．１％，已获硕士研究生学位的２３人，

占比１２．５７％。２００９年，累计受理各类案件１５８２８件，

审执结１５２４５件，审判人员人均结案２４５．９件，三项

指标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连续三年位居南通市法院

系统第一。被授予全省法院信息化促进司法规范化

工作示范点、南通市法治文化示范点、廉政文化示

范点称号，在市级机关年度考核中首次进入优秀等

次，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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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　年内，市法院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５３６件，审结５３１件７１７人，其中交通肇事等危害公共

安全罪１２８件１４９人，虚开增值税发票、非法经营等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１９件２６人，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８４件１０３人，抢劫、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罪２３５件

３４１人，非法行医、非法持有毒品等妨害社会管理秩

序罪５１件８４人，贪污、受贿等贪污贿赂罪１３件１３人，

玩忽职守等渎职罪１件１人。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３２件。累计判决生效的被告人７１０人，其中被判处

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２１人，被判处５年以上不满

１０年有期徒刑的５４人，被判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２５７人，缓刑３１９人，拘役１１人，管制３３人，并处罚金

３６３人，剥夺政治权利１１人，没收财产１４人。４月，一

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横跨６个省市、涉

案枪支多达２１支（次）、有１６名被告人的特大贩卖枪

支案，刑事审判庭被南通中院荣记集体三等功。

民商事审判　年内，市法院审理各类民商事案

件８８５９件，审结８２９９件，争议标的总额１０２６６０万元，

其中：审结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１７９９件，

标的总额３７１８．３３万元；审理婚姻家庭、继承案件

１９７７件；审结企业间、企业与个人间买卖、借款、承

揽等合同纠纷案件４２２８件，标的总额５５０３１万元。妥

善审理企业破产案件１９件，盘活资产１．６３亿元。开

辟金融债权清收绿色通道，办结涉信用社、银行案

件３７６件，收回呆滞贷款１９４２万元。开展“百名法官

联百企”活动，受到企业的好评，服务企业的做法在

省高院专门会议上作经验交流。主动适应如皋港

区、如皋经济开发区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新设港区

人民法庭，将城东人民法庭调整为经济开发区人民

法庭。成立劳动争议案件合议庭，加强与劳动保障

部门的联动，有效化解劳动争议案件４６６件。

行政审判　年内，市法院审理各类行政案件

６１０件，其中判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２件、撤销和部

分撤销具体行政行为３件、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或无效５件、驳回诉讼请求１６件、驳回原告起诉

１１件、原告主动撤诉３４件、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

后原告撤诉６件、移送３件、受理非诉行政审查执行

案件２６７件、审执结合２６４件。全年举办法制讲座

３次，发出书面司法建议１７件，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动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出庭率达

１００％。建立完善“２＋Ｘ”行政争议诉前协调机制，

在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与促进、支持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全年接受行政起诉

材料１４０件，诉前协调成功６０件，协调成功率

４２．８６％。６月，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祥国视察如

皋市法院，对“２＋Ｘ”行政争议诉前协调机制给予

肯定。１２月，“２＋Ｘ”行政争议诉前协调机制被南通

市委政法委评为政法工作创新奖。

执行工作　年内，市法院新收执行案件５９６５

件，执结５９７７件，执结率９９．５７％，其中实际执结

３９２１件，执行标的总额２．２９亿元。建立执行联动、执

行威慑机制，通过法官包镇、凌晨出击、媒体曝光、

交叉执行等措施加大执行力度，累计组织凌晨出击

５７次６３０余人次，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

强制措施７４０余件次，司法拘留２４９人次。开展“集中

清理执行积案”和“百日执行大会战”活动，实行“五

定一包”清案责任机制，促使一批历史案件、疑难案

件和涉法信访、上访案件得以解决。

立案工作　年内，市法院在立案大厅和人民法

庭对所有案件立案实行“一站式”服务，共审查、立

转各类案件１５３４１件。院长坚持带头参加书记大接

访，坚持每周三院领导接访制和涉诉信访专人接待

制，加大息诉稳控力度，全年处理人民来信３３４件，

接待来访３５３件。将审判工作向诉前延伸，整合审判

资源成立诉讼服务中心，在立案大厅和基层法庭附

设人民调解窗口，形成以诉讼调解为主导、诉外调

解为补充、诉调对接相衔接、司法审判作保障的纠

纷解决机制。

审判监督　年内，市法院受理申诉、抗诉、指令

再审等案件１８件，审结１８件，其中审结再审案件

３件、再审后改判１件。

审判管理　年内，市法院案件平均审理天数

４２．２１天，审判人员人均结案２４５．８９件，综合结收案

比９９．３６％，案件上诉率１０．５％，上诉案件发回改判

率０．３５％。年初，层级分解全院目标责任，修订完善

《岗位目标管理考核办法》，以院长、庭长、审判管理

办公室为主体，对案件质量效率进行监测和评估，

发挥对审判工作的导向、规范作用，确保审判质量。

司法救助　年内，市法院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

的帮扶力度，依法对家庭困难的当事人减、免、缓诉

讼费９２件９．４万元，依法对生活困难的执行案件申

请人发放司法救助资金３５件１０．４２万元。

司法鉴定　年内，市法院严格执行最高院、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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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的相关管理规定，规范操作程序，对所有委托

鉴定案件全部实行摇号随机选择。累计受理委托鉴

定案件５６０件，办结５３２件，书面办结法医咨询案件

６２件，电话办理２００余件。

宣传调研信息　年内，市法院在各级媒体发表

调研文章１３８篇，其中被《人民司法》录用３篇，居南通

基层法院之首。在各类媒体上发表宣传文章７２５篇，

其中被《人民法院报》刊发３篇。向上级机关编报各

类信息１４１条，其中被最高人民法院采用１条、省高

院采用１６条、南通政法委采用２条、南通市中院采用

４９条，行政争议诉前协调、涉诉信访工作的经验做

法被省高院工作简报转发。院领导班子成员撰写的

加强法院干部队伍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两篇案例被

录入全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典型案例汇编。

司法警察　年内，市法院法警大队结合警务保

障安全专项教育整顿活动，从严治警，文明执法，规

范值勤，除警卫值班、中院调警、死刑执行、安检外，

全年共押解嫌犯７８１人，出警１６２０人次，处置突发事

件１５件。在全省法院“大阅警”活动中，２名法警受到

表彰。

【百日办案竞赛】　７月２１日～１１月２０日，市法院开

展“百日办案竞赛”活动。其间，共审执结各类案件

６２７３件，其中审结案件４９７４件，执行案件２６５３件。全

院结案数超过１２０件的１４人，法官马跃结案１９３件；

执行局实际执结超过４０件的６人，顾幽以实际执结

５４件居第一；调解数超过５０件的１３人，顾雪红以

１１３件位居第一。

【市法院６０周年院庆】　７月２８日下午，市法院召开

建院６０周年庆祝大会，南通中院和如皋市四套班子

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各界代表和法院老同志、在

职干警近３００人参加大会。法院文化周活动拉开帷

幕，先后开展庆祝建院６０周年征文、摄影书画展、

“法苑放歌”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

市人民法院成立于１９４９年７月，时名如皋县人

民法院，干警总数仅７人。

（商晶晶）

司司司 法法法 行行行 政政政

【概况】　全市现有司法所２０个、律师事务所７个、基

层法律服务所２４个和公证处、法律援助中心。全市

司法行政系统现有干部职工２８６人，其中机关干部

职工３０名、司法所８５名、律师６２名、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１０９名。２００９年，被表彰为省法律援助工作先进

集体、南通市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被命名为全

省行政执法合格单位、南通市文明机关、如皋市法

治建设先进集体。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被省司

法厅表彰为人民调解“防激化”工作先进集体，局机

关党总支被评为如皋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人民调解　年内，全市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１５次，累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３８２７件，受理矛盾纠

纷３８２０起，调处成功３７５１起，调处成功率９８．２％，化

解了一批有影响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市司法局推

进镇村调解员队伍“３个２”（镇公调对接调解员２名、

专职调解员２名和村专职调解员２名）建设，桃园镇

创新实施疑难复杂纠纷“调解四法”，全市初步形成

市、镇、村三级合议庭式“铁三角”调解架构。深入推

进公调、检调、诉调、访调对接等大调解机制建设，

实现由单一调解向综合调解延伸。２月，总结劳动争

议“调解六法”，至年底，成功调处劳动争议８６件，涉

案企业员工３０００多人，涉案标的２０００多万元。８月，

在林梓镇开办全市首家个人调解工作室“家和工作

室”。设立市消费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全市２０个镇

（开发区）全面建立消费纠纷调处工作站。

法制宣传教育　年内，市司法局举办法制讲座

２３０次、法律咨询２３场次、涉企法律知识问答１２场，

发放普法宣传资料５０００余份。在全省首创领导干部

述法考评机制，推行领导干部卡、网、碟学法套餐，

打造“雉水在线”干部学法平台，并在全省领导干部

述法考评现场会推广。扎实开展基层村居民主法治

创建活动，全市３４８个村（社区）中建成省级民主法

治示范村（社区）２６个、南通市级１１８个、如皋市级

２７７个，市级以上创建达标率９８．３％。１０月，深入如

城镇、九华镇、常青镇、丁堰镇和经济开发区举办

“法治创和谐”广场文艺巡回演出，受到群众欢迎。

帮教安置　全市现有五年内归正人员１１５０人，

全年累计接受刑释解教人员１６２名，全市在册社区

矫正对象６２７人，其中２５名未成年人经审前评估，无

一再犯罪。年内，市司法局加强帮教安置队伍和阵

地建设，全市每个镇（开发区）分别配备专业社工

３名以上。与企业联手，建立全市帮教安置基地，全

市２０个镇（开发区）分别建立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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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和社区矫正对象７３人，解决刑释

解教人员的就业安置和生活出路问题。采用ＧＰＳ

卫星定位系统加强对重点对象的监控。

法律服务　年内，市司法局树立融入经济建设

中心和“法企抱团”新理念，呈请市政府组建法律顾

问团，为政府提供涉企决策建议６次。组织律师跟踪

服务全市重大项目工程，结对服务重点投资项目

３０个，向企业发放法律服务联系卡和《法律服务咨

询函》２０００余份，为３４家企业制订针对性整改方案。

市公证处累计办理各类公证７２３７件，同比增长

３６．０２％，公证工作零投诉，未发现一起错假证。

３月，开展“司法助企百日行”活动，组织律师事务

所、法律服务所、公证处的法律服务人员开展“千

企”问卷调查和“百企”挂钩服务。开展“所企结对”

活动，全市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累计担任法律

顾问８９３家，代理案件６８００件，挽回经济损失５．２亿

元，业务收入突破１３６５万元。

法律援助　年内，市司法援助中心累计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１３３０件，受援群众８０７５人，法律援助案

件办结案数量、咨询数等主要指标均居全省第一。９

月，推出“爱心簿”，建立法律援助“爱心基金”，主要

用于来访困难群众的餐费、交通费等救助事项。１０

月，开展法律援助对外交流合作，与黑龙江省友谊

县签订城际《法律援助协作协议》。１１月，为全国法

律援助宣传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提供法律援助典

型现场。１２月，法律援助“１２３４８”文化品牌，被南通

市司法局评为创新一等奖。组织在全市评选表彰首

届“十佳”法律援助工作者和优秀案件，扩大法律援

助的社会影响面。组织开展万人传唱《法律援助之

歌》活动，选送的法律援助视频作品被评为全国优

秀作品。

队伍建设　年内，市司法局在全市推广快乐工

作法、压力工作法、笑脸服务法三大工作法则，凝聚

司法行政系统的精、气、神。以效能建设为重点，建

立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责任人、一套工作班

子、一个实施方案的“五个一”工作项目推进机制，

建立工作目标督办机制和科学考评机制，机关工作

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全系统获省级先进集体３个、

先进个人５人次，获南通市级先进集体１７个、先进

个人１７人次，获如皋市级先进集体１６个、先进个人

２７人次。７月，搬经、江安、长江、磨头４镇被省司法厅

首批命名为优秀司法所。

【“雉水在线”干部学法平台】　３月，市司法局联合

市委组织部、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法制

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如皋党建网开设

干部学法平台“雉水在线”，由市司法局负责日常管

理。６月２４日，在省领导干部述法考评工作现场推进

会上，市司法局局长王舜慧演示介绍学法平台，得

到省领导和全省各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

【搬经镇芹界村被命名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１２月，搬经镇芹界村被司法部、民政部命名为国家

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卡网碟学法套餐】　年内，市司法局在编发《普法

宣传卡》的基础上，创新开设干部学法平台《雉水在

线》，摄制干部学法碟片，组成领导干部“卡网碟学

法套餐”，成为全市普法工作的又一亮点。

【法律援助“１２３４８”】　年内，市司法局着力打造法

律援助“１２３４８”（即：唱响一首歌、建设两支队伍、坚

持三种理念、弘扬四种文化、实施八步工作法）文化

品牌。１１月２７日，全国法律援助宣传工作经验交流

会全体与会人员到如皋参观考察，如皋法律援助工

作得到国家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领导的高度肯定

与会代表交口称赞。

（黄文龙　戴世燕）

社社社会会会治治治安安安综综综合合合治治治理理理

【概况】　市综治委办公室现有专职工作人员８人，

全市各镇（开发区）共有专职工作人员２７人。市综治

委现有成员单位５２个，各成员单位设有综治联络员

１人。２００９年，如皋市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评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先进市，磨头镇、江安镇、

搬经镇、石庄镇被南通市综治委评为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和平安建设先进集体。市委、市政府表彰全市

综治平安先进集体１０个、先进个人２０人。市委办公

室、市政府办公室表彰全市综治先进集体１０个、先

进个人２０人。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委副主任王

晓明被省委政法委、综治委评为全省“十佳”政法综

治干部。

组织领导　年内，市委、市政府把“长安如皋”

·８７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增列为招商引资品牌，打出长江明珠、长绿宝地、长

寿古邑、长安福地“四长名片”，进一步加大综治平

安建设工作组织保障和推进力度。市委、市政府先

后召开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和党政联席会六次，分

别专题研究技防建设、保安联防队伍、大调解队伍、

社工专业化、综治基层组织建设、信访长效机制建

设等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市政法领导力量建设，全

年调整和充实市综治办、维稳办、信访局、大调解中

心领导班子成员６人，各镇（开发区）专职政法书记

５人，专职政法委员７人。市综治委切实加强对综治

平安工作的检查、督查、指导、考核力度，每月对镇

（开发区）和综治成员单位实施检查、督查，年中和

年终对镇（开发区）和成员单位实施全面检查考核，

评比表彰先进，对因工作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案

件和治安事件的单位和个人，坚决追究责任，并实

行一票否决。２月底，召开全市政法工作大会，全面

部署全年综治平安工作，与各镇（开发区）、各部门

签订综治平安责任书，下发《关于在全面小康社会

建设中加强综治平安建设的工作意见》等一系列综

治平安指导性文件。

维稳机制建设　年内，市综治委紧紧围绕国庆

６０周年庆典活动，全力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稳定。成

功破获一起邪教分子违法犯罪案件，被中央级媒体

录用反邪教宣传稿件８４篇，反邪教宣传工作名列全

国前茅。密切关注重点群体活动动向，积极稳妥处

置群体性事件２７６起。加强网络监管，累计处置互联

网上有害信息６０００余条，保证虚实两个社会的稳

定。大调解工作不断创新发展，劳动争议调处“六

法”得到全国总工会领导批示并予以推广，市法院

创新建立行政诉讼案件调处中心，市检察院设立检

调对接办案中心，把大调解贯穿于执法办案全过

程，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市、镇、

村三级大调解组织全年排查矛盾纠纷４４３９件，调处

成功率为９８．４％，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综合考评位

居南通第一。

防控体系建设　年初，市政府将以社会面监控

为主体的技防建设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之一，

建立“政府领导、综治牵头、公安主导、镇（开发区）

负责、部门参与”的技防建设组织领导体系，制订全

市技防建设总体方案，由广电局统一承接招标，全

市新建监控点６８个、治安抓拍点３０个，安装监控探

头２２２个、全功能卡口２９个、电子警察系统８个。以创

建“五星级”技防镇为抓手，大力推进镇（开发区）监

控中心、企事业单位技防监控和技防入户工程建

设，全市共安装视频监控１７２０套、摄像头１３２６８只、

红外主机２１９１台、探头１３４３９只、ＣＫ报警２２３６只。

通过技防发挥作用，预防和制止各类案件５９４起，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１６９人，查破案件２７５起。切实加

强社会面巡防工作，在如城镇专门组建１８０人的保

安巡防队伍，实行分组、分区、分时段巡防。各农村

镇（开发区）均设立巡防中队，每天由民警带队，组

织巡逻防范。新配备警用巡逻摩托车１２０辆，用于巡

逻防范，确保巡防工作全天候、全时空覆盖整个城

乡。切实提升卡口堵控功能，在市际出入口设立查

报站６个，在如城镇和各镇（开发区）主要道路出入

口建立集巡逻防范、卡口堵控、交通管理、社区警务

功能为一体的治安岗亭６８个，形成如城主城区出入

口、各镇出入口、市际出入口三道防线。

基层基础建设　年内，市综治委按照《关于进

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的实施

意见》、《关于加强镇（区）综治组织建设的意见》，着

力规范２１个镇（开发区）政法综治工作中心建设，继

续推进３４８个村（社区）综治警务室建设，切实加强

基层专职保安联防、专职调解、专业社工、专职巡

防、专职监控、专职协管六支专业队伍建设，全市共

配备专职保安队员１４０３名，市、镇、村专职调解员

８５６名，专业社工７５名。扎实开展“平安家庭”、“平安

学校”、“平安农机”、“平安电力”等系列平安创建活

动，全市有２８５个村（社区）被命名为平安村（社区）。

财力保障　年内，市、镇两级按上级标准将综

治、平安建设经费和各专项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通过“镇财市管”渠道，由市财政局对各镇预算

及保障情况予以把关，确保保障到位。除按标准足

额投入所需费用外，在２００８年实行保安工资

１５００万元全供给的基础上，２００９年增加供给７００万

元。投入２４００万元，实施以社会面视频监控为主体

的技防工程建设。投入４００万元，用于社工队伍和村

居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设立２０万元信访专项救助

资金，加大对确有困难的群众的救助力度。总投资

１．６亿元，兴建公安业务用房暨市防灾应急指挥

中心。

（崔锦华）

·９７１·武装·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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