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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全市政法系统现有干部职工１３９０人，其中大专

以上学历者１３３９人，占９６．４％。２０１３年，全市公众安全

感、法治建设满意度分别为９６．７％和９２．１％，跻身全省前

列。如皋市连续第七年获全省平安县（市、区）称号，继续

保持全省法治建设示范县（市、区）称号。全市政法系统集

体获全国性表彰５次、省级表彰３３次、南通市级表彰５６

次；个人获全国性表彰６人次、省级表彰３０人次、南通市

级表彰１０８人次。

社会治理工作　年内，市委政法委组织召开全市深化

平安建设、矛盾纠纷网格化排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

谐社区创建等现场推进会。不断加强公共安全保障体系

建设，全市未发生一起死亡３人以上的重大恶性安全责任

事故，技防城市建设通过省级评估验收，７个镇通过南通

技防镇建设评估验收。不断完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体系

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宣传、引导、管理、控制相结合的网

络舆论工作格局。不断强化重点人群服务管理体系建设，

流动人口居住证发放数居南通第二，全市在册社区服刑人

员重新犯罪率为零。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建设，全市１２个

政法综治工作中心被南通综治委认定命名为示范级和优

秀级，４０所学校创成省平安学校。组织编印《平安法治

３６５》手册，发放３０万余份，提高人民群众平安法治建设知

晓率。６月７－８日，全省实施交通安全生命保障工程暨

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现场会在如皋召开，副省长缪

瑞林、公安部交管局局长许甘露出席会议并讲话。１２月９

日下午，南通市技防乡镇现场推进会在如皋港召开，如皋

市现代技防乡镇建设工作经验在会上交流。

维护社会稳定　年内，市国安办切实加强国家安全人

民防线和反邪教工作，不断强化风险评估大推进、矛盾纠

纷大排查、突出问题大整治专项行动，维护全市社会政治

和治安大局持续平稳。全年收集掌握涉稳苗头情报６１８

条，为相关事件成功处置赢得主动。组织开展“全能神”邪

教组织专项整治活动，成功捣毁“全能神”聚会点和接待家

庭１１处，抓获骨干成员２１名。全市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

下降１２％，３０起“八类案件”（指杀人、纵火、投毒、抢劫、强

奸、绑架、爆炸、故意伤害８种暴力恶性案件）全部侦破，实

现连续２２年共２３１起命案当年全破。完成各敏感日和沿

江经济洽谈会、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重大活动安保

工作１２３次，成功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１８０余起。各级调

解组织全年受理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５３１２５起，调处成

功率９２．４％，完成稳评项目１２０件。

法治如皋建设　年内，全市无一件重大决策事项和规

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相违背，规范性文件百分之百报备，

行政负责人百分之百出庭应诉。开展执法督查、案件评查

等活动，促进公正廉洁司法。深入实施“六五”普法，通过

省、南通市“六五”普法中期验收。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

和法治文化活动，全面建成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

有序推进镇级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村级法治文化阵地建成

率为８６．５％。组织开展第七届“法治创和谐”文艺巡演、

调演以及乡村法治文化艺术节等活动。推进民主法治村

（社区）建设强基升级工程，全市建成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

村１个（搬经镇芹界村）、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７６

个、南通市级３３９个。深化“公民法治驿站”工程，全市现

有公民法治驿站３５８个，通过如皋市级验收９３个，累计发

放补助资金３３．８万元。

政法队伍建设　全市政法系统以开展“公正廉洁司

法”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大力加强思想、

能力和作风建设，提升全市政法队伍综合素质和履职能

力。全年集中开展执法监督巡视４次，及时通报、整改发

现问题。市公安局开展全警轮训，通过省公安厅警体达标

考核验收；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被命名为全省公安机关执法

示范单位。市检察院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记集体一等功，市

检察院反渎局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表彰为严肃查办危害民

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专项工作先进集体。市法院被省人

民法院记集体一等功。市司法局被评为省文明单位，市调

处中心被授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称号。周勇骑被

评为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顾雪红被评为全

国优秀法官。

（尤　勇）

社社社会会会管管管理理理综综综合合合治治治理理理
【概况】　２０１３年，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有成员单

位５５个，下设专门工作领导小组１０个、专项工作组２４

个。如皋市被评为南通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平安建设）

先进县（市），长江镇（如皋港区）、丁堰镇、搬经镇被评为南

通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先进乡镇（街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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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周勇骑被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和中央综治委表彰为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

工作者。

维护社会稳定　年内，市综治委建立市国家安全办并

实体化运作，全年收集掌握涉稳苗头情报６１８条。完成各

敏感日和沿江经济洽谈会、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首

届半程马拉松等重大活动安保工作。组织开展“全能神”

邪教组织活动专项整治行动，成功捣毁“全能神”聚会点和

接待家庭１１处，抓获小区级、教会级骨干成员２１名。积

极稳妥、依法成功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１８０起。全年实施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项目１２０件，应评尽评。围绕征地搬

迁、环境污染、医疗关系、劳资关系等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

开展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创新建立“１６２６４６”（即１名村书

记负总责，６名村干部任片长，２名专职调解员负责全村矛

盾纠纷信息收集、汇总和调处，６名陪调员、４名综治骨干

为信息员，６０名村民议事代表任格长）矛盾排查化解网

格。将物业纠纷行政调解融入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处工

作体系中，整合行政、司法、社会自治组织、物业企业资源，

建立集调处物业社会矛盾纠纷与服务广大业主功能与一

体的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各级调解组织累计受理调处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５３１２５起，调处成功率９２．４％。畅通群

众诉求渠道，办理群众来信１５８６件，接待上访群众７０７批

３０９７人次，化解上级交办进京非访和信访积案件１７件。

公共安全保障　年内，市综治委组织开展打黑除恶、

治爆缉枪和打击“两抢一盗”（指抢劫、抢夺、盗窃）、电信诈

骗等专项行动，抓获刑事作案成员１５２５人，成功摧毁恶势

力犯罪团伙２２个，查处涉毒人员２５５人，刑事发案同比下

降１２％，３０起“八类”案件全部侦破，保持连续２２年２３１

起命案当年全破。２０１３年度南通市公众安全感调查测评

中，如皋市公众安全感９６．７％。立足“以河为界、以桥为

点、以路为线”，推进技防建设，全市外围１０１个县际路口、

６个高速出入口、４个查报站等视频监控全覆盖，技防城建

设通过省级评估验收，７个镇通过南通技防镇建设评估验

收。侦破涉网案件４８７起。１２月，南通市现代技防乡镇

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如皋召开。

１２月，南通市现代技防乡镇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如皋召开

　　重点群体服务管理　年内，市综治委持续推进流动人

口居住证制度，发放居住证１０万余份。坚持推行流动人

口“三集中”（即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管理模式，

进一步规范市政府筹建的城南街道人才公寓、城北街道外

来人员公寓管理服务，拓展郭园建华管桩公司、丁堰恒康

海绵厂、开发区荣威公司等企业自建外来人员集宿区建

设。深入开展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巩固年”活动，新建总

面积４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市级安置帮教基地，全市在册社区

服刑人员６４４人，安置帮教人员１１７８人，未发生重新犯

罪。按照国家二级救助管理机构标准新建市级救助管理

站（流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建筑面积４４００平方米，年内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５４９人次。建成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

基地，将法制教育、安全防范、犯罪预防、心理健康等列入

重要课程，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在各镇（区、街道）推广

建立“呼救通”老年人援助中心、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委员会

等开展关爱服务。

基础建设　年内，全市获南通综治委认定命名示范级

和优秀级政法综治工作中心各６个。全市９０％以上村

（社区）综治办保持规范运转。先后组织召开全市深化“平

安家庭”“平安电力”“平安校园”建设推进会，开展医患纠

纷调处工作推进暨“平安医院”创建等９个系列平安创建

工作会议。表彰奖励见义勇为先进个人２０人，慰问见义

勇为家庭９个，激发社会群众参与治安防范积极性。如城

街道花园社区创新组建１０支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广泛参与

社会管理和平安建设。组织编印《平安法治３６５》手册，发

放２０万份，有效提升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下原、丁

堰、石庄等镇自主印制３０余万份平安宣传单进村入户进

行宣传，通过组织开展“平安之声随车行”“平安广播”和建

立“平安公交站台”等活动，营造“共建平安、共享平安”浓

厚宣传氛围，引导并推动群众积极参与平安建设。

（蔡月琴）

法法法治治治政政政府府府建建建设设设
【概况】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现有政策法规科、法制监督

科、行政复议科３个科室，在编９人。

依法行政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制发全市依法行政工

作要点、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计划，建立政府法制工作例会

等制度，调整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全

年召开全市政府法制工作例会３次，部署和推进依法行政

工作。考核市级行政机关及各镇（区、街道）２０１３年法治

建设（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结果纳入２０１３年度目标责任

制绩效考核奖惩。１月，市政府命名市工商局、搬经镇等

１０家单位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表彰依法行政先进集体

１０个、先进个人１０人。

政府规范性文件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审核常务会议

议题４３个；审核政府文件１３６件，审核重大合同、领导交

办等涉法事项３３个，提出相关法律意见２９条。参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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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协调会议５６次，为行政执法部门和镇区政府提供法

律咨询和帮助１１０余次。召开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会３

次，收到意见９条。向市人大常委会和南通市政府上报市

政府制发规范性文件２件。公布２０１３年市政府规范性文

件立项计划，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活动，清理市政府及市

政府办公室文件４７５件，其中，保留继续使用３２１件，修改

９件。备案审查各镇各部门报备的规范性文件１２件。

政府法制监督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实行行政权力事

项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健全“行政权力事项数据库”和“自

由裁量权数据库”。全年审核变更权力事项１４７８个，其

中，新增权力事项１８３个，修改１２１１个，废止４３个，挂起

４１个。换发行政执法证件１７２个。建立法制监督通报制

度，落实《国务院关于确认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年内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实施条

例》实施周年情况、《如皋市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办法》

等实施周年情况。１１月，组织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活

动，从３０家参评单位１１０宗执法案卷中，评选出一等奖１

名、二等奖３名、三等奖４名、鼓励奖４名，并通报评选案

卷中存在问题。

行政复议与应诉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收到行政复议

申请７６件，其中，行政复议案前协调成功８件，不予受理

１２件，立案受理复议案件５６件。年内结案４３件，其中，

维持１７件，驳回申请３件，中止６件，申请人主动撤回１３

件，撤销、确认违法４件。当年未结案１３件。办理市政府

被诉行政案件４３件。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

参加行政复议质证率均为１００％。开展行政诉讼案件相

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出台《如皋市行政复议期间停止执

行具体行政行为审查处理办法》。９月，省政府法制办到

如皋调研行政调解工作。

行政执法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审查下发兵役处罚决

定书４份，办理执法投诉案件３件。以市政府名义转发

《南通市全面推进行政指导工作实施意见》，开展行政指导

业务培训，培育一批行政指导典型案例。按季度公开行政

处罚结果４４３件。１０月，组织召开媒体及市民代表参加

的行政处罚结果公开工作座谈会。１１月，开展处罚结果

公开后续性工作，组织相关部门突击性回访检查重点违法

单位，联络媒体跟踪报道宣传。

行政执法协调　市政府法制办全年参加各类行政执

法协调３０起。针对全市行政区划调整实际，制发《关于明

确行政区划调整后部分行政执法人员执法区域的通知》

《市政府关于明确行政区划调整后相关问题的意见》。建

立长江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行政权力下放与承接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行政权

力下放与承接过程中出现重点、难点问题。制订城市管理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范围向建制镇延伸实施方案，在

全市推行城管队伍派驻制，加强派驻队伍管理。４－１１

月，从法律政策层面向市政府提出解决吴窑台商城事件处

置方案。８月，协调理顺食品卫生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

证到期延续相关政策问题。１０月，牵头相关部门协调处

置金鼎置业股权争议。

法制宣传与培训　年内，市政府法制办先后与市交通

运输局、农委、城管执法局等８个部门联合组织对１０００多

名行政执法人员开展行政执法基础知识培训。全年组织

全市依法行政分管领导、执法机构负责人参加行政案件庭

审观摩活动２次。４月，开展行政指导业务培训。６月，制

发《关于学习贯彻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８月，组织新任法制人员跟

班培训。１０月，撰写行政强制法宣传资料，制作“普法邮

路”宣传邮品。１１月，组织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江苏省

征地补偿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省政府第９３号

令）。组织全市各单位法制机构负责人点评行政执法案卷

常见问题。

（马　华）

公公公　　　　　　　　　安安安
【概况】　市公安局现有民警１０４９人。辖基层派出所２４

个，刑事侦查大队责任区刑侦中队５个，交通巡逻警察大

队直属交巡警中队１２个、农村交巡警中队８个。全市有

专职保安联防队员１２０３人。年内有５０个集体、５８３名个

人受到各级表彰，其中１９个集体、２７名个人受到省级以

上表彰，市公安局被表彰为全省追逃工作成绩突出集体，

迎春派出所被省公安厅记集体二等功。如皋市被省公安

厅确定为“２１０”工程建设工作首批观察点。作风和效能建

设评议列市政府序列第二。

“１１０”接处警　全年接处置有效报警８３４４３起，同比

下降５．１％。其中，刑事警情同比下降２６．８７％，治安警情

同比下降３．８１％，交通事故警情同比下降１３．１５％，火警

同比下降１８．３％。接受群众求助 ３１１９起，同比上

升７．１１％。

维护政治稳定　年内，市公安局开展整治“全能神”邪

教组织专项行动，完成各级“两会”、沿江经济洽谈会、环太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如皋首届半程马拉松赛等安保任务

１２３次，没有发生影响稳定的重大事件。

经济文化保卫　全年检查单位２６００余家（次），督促

新增保卫力量２１６人，新增技防设施１２０套。建成“校园

‘１１０’”１４２个，组织开展消防演练、应急疏散等演练活动

３６次。建成驻医院警务室５个。

治安管理　年内，市公安局查处治安行政案件同比下

降１７．３５％，抓获涉赌违法犯罪嫌疑人员１９５８人，查处涉

娼违法犯罪嫌疑人员４８９人、同比增加３４．３％。收缴管

制器具８件、枪支４支、子弹６１２发、铅弹２２５枚、钢珠１７９

颗、手榴弹３枚、危险物质４公斤、烟花爆竹２０１箱、礼花

弹７２枚、自制燃放器具４个。摸排各类矛盾纠纷３３３６５

起，成功调处３２０６３起，成功调处率９６．１％。

科技强警　年内，全市外围１０１个县际路口、６个高

速公路出入口、４个查报站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市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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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投资３４００万元启动城区技防闭合圈建设，技防城建设

通过省级评估验收，７个镇通过南通技防镇建设评估

验收。

户籍管理　全市登记在册常住人口１４３２２５３人，同比

增加５．１‰。办理出生登记１１１３９人，办理死亡注销

１１０４２人。

刑事侦查　年内，市公安局全年接报各类刑事案件同

比下降１０．２％。“八类”案件百分之百侦破，连续２２年

２３１起命案当年全破，抓获刑事作案成员、逮捕、移诉人数

同比分别下降３３．０９％、２１．７１％、３２．５９％。摧毁团伙４８

个，抓获团伙成员１６８人。抓获逃犯１４６名，其中外省逃

犯７８名、省内外市逃犯３８名、当地逃犯３０名。

禁毒工作　全年刑处涉毒犯罪嫌疑人４７人，其中贩

毒１６人、容留吸毒２２人、非法持有毒品１人、非法种植毒

品原植物罂粟８人。行政拘留吸毒人员１６５人，其中社区

戒毒３８人、强制隔离戒毒１２人。行政拘留非法种植毒品

原植物罂粟人员４３人，铲除毒品原植物罂粟４０００余株，

缴获各类毒品１００余克。

出入境管理　全年受理出国境申请２０７１８人次，同比

增加４０％。境外人员申请２０２人次，同比增加１２％。网

上办证２８００余件。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如皋首

起偷渡案。出入境窗口被评为省巾帼文明示范岗。

法制工作　年内，市公安局审核刑事案件同比减少

３１．３９％，移送起诉各类犯罪嫌疑人同比减少２５．４％，审

核行政案件同比下降２３．１％，涉案人员数同比减少

２３．４３％。出台《关于加强执法监督工作的五项规定》《关

于进一步明确案件送核期限的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集

体通案制度的规定》《强化取保候审工作十二条规定》四项

规定，对执法过程跟踪管理，加强执法监督、堵塞执法漏

洞，确保执法安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３０件，无撤销；办

理行政诉讼案件２１件，无败诉。组织７２名干警参加司法

考试，２５２名干警参加中级执法资格考试，１２６名干警参加

高级执法资格考试。

网安侦查　年内，全市侦办各类涉网案件同比减少

７３．６８％，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同比减少４５．７４％，抓获网

上逃犯同比减少９．６８％。检查网吧２４８家（次），实名登

记率９９．９６％。

巡防管控　年内，市公安局实施监巡对接，主城区划

定９个巡区开展承包式巡防，全年启动一级巡防２８天、二

级巡防４９天，通过巡逻设卡堵截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０５８

人，破获各类案件１８１７余起。“八类”、抢夺案件同比分别

下降２．９４％、６４．２９％，盗窃、入室盗窃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１２．０４％、１１．７％，盗窃摩托车、电动车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５５．３％、４．７％。

监所管理　年内，市看守所收押各类人员同比增加

２５．３１％，刑事拘留同比减少２７．４３％；行政拘留所收拘同

比减少５．７８％。监所连续２３年安全无事故。

水上警务　全年办理申领船舶户口簿３９５本，检审船

舶３９５条，申领和换发船民证９４６份，注销船民证３份。

检查水上安全领域涉水单位１３６家，整改安全隐患１４３

处。水上接处警１５３余次，查办刑事案件３６起、行政案件

８９起，抓获各类违法人员１８６人，打捞救助３２起。水上

追逃抓获７人。

【见义勇为表彰】　２０１３年，被市公安局认定见义勇为行

为９例，授予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２０人、市见义勇为

联防保安人员２７人、市见义勇为道德模范３人。见义勇

为基金规模突破１１００万元，奖励、慰问应往届见义勇为人

员及家庭８１人次，颁发奖金、慰问金１１．４６万元。

（许　虎）

检检检　　　　　　　　　察察察
【概况】　市人民检察院现有干警１１１人。其中：检察员

７２人，助理检察员１８人，书记员１４人；大专以上学历者

１１０人、占９９．１％，本科学历者７５人、占６７．６％，硕士学历

者２１人、占１９．９％。２０１３年，获全国文明接待示范窗口、

全省检察机关行政装备工作先进集体称号，通过全省首批

公正司法示范点复查验收，继续蝉联省文明单位、南通市

文明单位、南通市先进基层检察院称号。

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年内，市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１６９件２１２人，提起公诉７１７件８９６

人。依法审查批准逮捕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

犯罪２７人，提起公诉３１人。依法审查逮捕盗窃、抢夺、诈

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嫌疑人１３０人，提起公诉２７３人。依

法办理全省首例利用“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达１０００万元的缪某某案、王某某抢劫１００万元黄金

案等有影响大案。依法不批准逮捕５２人，依法决定不起

诉６７人。创建“绿色联盟”公众微信群，借助新媒体推进

食品安全监管。５月１９日，《检察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江

苏如皋：“绿色联盟”微信群守护百姓餐桌安全》。

反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检察　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

案件１３件２０人，涉案金额均在５万元以上，大案率

１００％，其中涉案金额１００万元以上３件；立案侦查渎职侵

权案件３件４人，其中重大渎职侵权案件２件、特大渎职

侵权案件１件。查处科级干部６人，为国家、集体挽回经

济损失１３００余万元。查处涉及受害人众多的原高明镇社

保所丁晓波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４５９．０８７６万元案

件，追缴赃款人民币９４万元，获刑１９年。反渎局被最高

人民检察院表彰为严肃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

专项工作先进集体，被南通市人民检察院记集体三等功。

沈小标、高志林二人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案被省人民检察

院评为“十大”精品案件。

职务犯罪预防　年内，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市预防职

务犯罪工作经验交流会，同步专项预防２项重大公共投资

和国家建设项目。提供行贿犯罪查询１７９９批次，撰写非

公企业职务犯罪预防等专题分析１２份。结合办案，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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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类和预警类检察建议７份，并跟踪落实整改。撰写５

年职务犯罪综合报告被市委办、市政府办编发《情况通报》

（第九期）全文转发。制作警示教育片《覆辙》，组织廉政法

制教育３９场次，受教育人数４１４５人。在长江镇建成职务

犯罪预防警示教育基地，集图、文、声、光、影于一体，“看、

听、说、谈、议、誓、查、宣、测”九项教育内容环环相扣（简称

“九连环教育模式”），并与看守所视频联网，实现提审讯问

实况远程视频直播，截至年底，开展专题预防教育２２场

次，涉及社保、税务、银行、海关等领域２９５０人次。如皋市

职务犯罪预防警示教育基地被南通市人民检察院表彰为

全市“十大”检察文化品牌。驻长江镇（如皋港区）检察室

被南通市人民检察院授予示范化检察室称号。１０月２７

日，《检察日报》头版以《“九连环”形成组合效应》报道如皋

“九连环教育模式”。

控申举报　全年受理各类信访１７３件，窗口信访接待

室接待来访１６４件２１８人次，均妥善处理。被南通市人民

检察院评为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处置工作先进集体。

针对因搬迁纠纷等引发上访问题、“信访学习班”引发次生

矛盾现象的检察情况反映被省人民检察院《领导参阅件》

采编录用。设立南通首家驻环保检务站，建立行政、民事、

刑事联动执法机制做法，得到省人民检察院生态文明建设

调研组肯定。创新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联动工作机制，成

立“雉水检爱”专项救助基金与协作联盟，先后救助刑事被

害人、特困未成年人１７人，救助金额８．７万元，经验被最

高人民检察院、省委政法委、省人民检察院简报转发。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年内，市人民检察院成立未成年

人刑事犯罪检察科，开展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检察工作方

式，推行分案处理、社会调查、跟踪帮教等措施，预防和减

少未成年人犯罪。牵头市人民法院、公安局等部门推出

《关于依法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若干意见》，

对８名已被判决的涉罪未成年人和３名相对不诉的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相关经验被《检察日报》报道。市

人民检察院在南通检察系统唯一被评为全省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先进集体。

监所检察　年内，市人民检察院开展监督机制创新，

书面监督纠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违法情形１２次，对

４名无继续羁押必要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进一步

加强社区矫正监督，构建公、检、法、司信息联动和风险预

警机制，督促社区矫正机构收监社区服刑人员１４人。制

订《关于进一步规范涉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收押和

交付执行刑罚工作的若干意见》被省人民检察院转发推

广，《关于开展羁押必要性评估审查工作的实施细则》被最

高人民检察院监所厅网站全文转发。撰写论文《羁押必要

性审查制度研究》参加全国监所检察重点课题研究评比获

二等奖，《在押人员投诉处理监督的难点及对策》在湖北省

武汉大学主办的“被羁押人权利保障建设”研讨会上作

交流。

民事行政检察　全年依法向上级检察院建议提请抗

诉５件，发出再审、执行监督、督促履行职责、审判监督等

１４件检察建议均被采纳。向市人社局发出督促起诉检察

建议，追回社保资金损失２６万余元；出庭支持１１名农民

工向法院起诉，追回劳动报酬８．５万余元。运用“六步法”

成功办理南通地区首例南通市检察院提请抗诉被省人民

检察院采纳的二审建议提请抗诉案件。后续跟踪办结的

虚假诉讼案件。开展民事执行监督，成功监督民事执行案

件３起。《“四突出”成功监督５起法院民事执行案件》被

省人民检察院转发，与市人民法院会签《关于开展民事执

行活动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与市环保局会签《关于加强

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如皋执法联动环境保护的实施意见》

被南通市人民检察院转发，在市化工新材料产业园监测中

心成立派驻环保检务站。“二三二”（即两结合、三联动、两

并举）服务举措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稳健发展做法得到南通

市检察院检察长肯定批示。

“检调对接”　年内，市人民检察院以派驻检察室为依

托，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不断拓宽群众

诉求渠道，认真落实执法风险评估预警、检察长下访、首办

负责、公开审查等机制，深层次开展释法说理、刑事和解和

信访维稳等工作。依托在全省检察系统形成影响的“玉山

工作室”，运用“玉山工作四法”（即情感交融法、认知重构

法、结果分析法、乡情俗理法）专业调解方法，办理刑事和

解案件１８１件１８９人，刑事检察环节化解矛盾１２９起，在

民事检察环节息诉１６起。

调研、宣传、信息　年内，市人民检察院先后在《法制

与社会》《当代学术论坛》《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等省级期

刊发表调研文章３７篇，其中被知名期刊录用１篇。形成

类案研究报告２份、疑难案件研究报告１２份，《检察官职

业保障问题研究》课题成功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立项，２篇

论文获省级以上表彰。累计在各类媒体上发表宣传文章

４６５篇，其中国家级媒体３０篇、省级媒体３１篇、南通市级

媒体６５篇。在正义网、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外网等网络媒

体发表稿件３３２篇。编发各类检察信息６４篇、情况反映

５６期、检察简报８期，上报市委、市政府专报９篇，其中，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采用１篇、省委政法委录用１篇、省人

民检察院录用１２篇、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录用３５篇，信息

被南通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批示１篇，被南通市人民检

察院主要领导批示４篇，被南通市人民检察院评为优秀信

息３篇，被如皋市委主要领导批示４篇。市人民检察院被

南通市人民检察院评为报送信息先进单位。

【《检察官职业保障问题研究》课题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立

项】　年内，经过层层推荐、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评审，市

人民检察院申报课题《检察官职业保障问题研究》被成功

立项。这是南通市首个获得最高人民检察院立项的基础

理论研究课题，也是此次全省获最高人民检察院立项的７

个课题中由检察院独自承担的两个课题之一。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研究》获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

重点课题研究评比二等奖】　１１月２２日，市人民检察院

·７３１·法　　治



课题《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研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

检察重点课题研究评比中获二等奖。全省仅有５个课题

获奖。

【市人民检察院挂牌成立派驻环保检务站】　５月１６日下

午，市人民检察院派驻环保检务站在市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监测中心正式挂牌成立，省人民检察院专职检委会委员唐

元高与南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志凯共同为派驻环保

检务站揭牌。

环保检务站由市人民检察院控申、侦监、反渎、民行、

预防、派驻检察室６个部门业务骨干组成，主要负责与环

保部门进行工作通报、重要信息交流、案件材料移送、事务

沟通协调，受理对环境保护部门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线索举

报，有关环境公益民事、行政方面申诉及来信来访等。

【省人民检察院调研组到如皋调研】　５月１６日，省人民

检察院党组成员、专职检委会委员唐元高率调研组一行专

程到如皋，调研检察机关如何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南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志凯，南通、如皋两级人大常

委会、政府、环保、公安、企业代表及４家基层检察院代表

参加座谈调研。

【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贾春旺考察如皋市检察工作】

　６月８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贾春旺一行到如

皋，考察市人民检察院，参观案件受理中心、玉山工作室、

检察文化区等处，对市人民检察院创新形式强化法律监

督、积极作为维护公平正义做法给予肯定。

【市人民检察院全国文明示范窗口创建工作接受考评】　７

月１６日，省检察院信访专员颜长玉带领全国文明接待室

和文明示范窗口考评检查组，考评检查市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全国文明示范窗口创建工作。市人民检

察院三年中的创建工作及刑事被害人救助、延伸法律监督

触角等亮点工作受到检查组肯定。

【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创建全省公正司法示范点复核】　８

月２１日，省委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对全省首批和第二批公

正司法示范点抽查考核，重点检查有无违法违纪行为、涉

检信访处理是否适当、有无错案等情形。市人民检察院作

为南通地区１０家首批全省公正司法示范点唯一代表接受

并通过复核。

（朱媛媛）

法法法　　　　　　　　　院院院
【概况】　市人民法院下辖直属行政机构司法警察大队和

经济技术开发区、白蒲、石庄、港区、搬经、磨头６个派出基

层人民法庭，有干警１９８人。其中：审判员８４人，助理审

判员１２人，书记员７５人，法警１９人，法医１人；具有本科

以上学历者１８１人，占９１．４１％；获硕士研究生学位者３６

人，占１８．１８％。２０１３年，受理案件１９８８４件，结案１６０１５

件。一线法官人均结案１５９件。被省高级人民法院记集

体一等功，获评省文明单位，档案工作被复核为省五星级

单位。顾雪红被授予全国优秀法官称号，吴存银获评全省

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

刑事审判　年内，市人民法院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７４８

件，其中，交通肇事等危害公共安全罪３０２件３０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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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件５１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罪８８件１００人，抢劫、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罪

２３２件３２９人，非法行医、非法持有毒品等妨害社会管理

秩序罪８２件１２２人，贪污、受贿等贪污贿赂罪１２件１３

人。审结７００件。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１０件。全年判

处被告人９１８人，其中，被判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５人，

被判处５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２８人，被判处５年以

下有期徒刑２４２人，缓刑３８７人，拘役２０８人，并处罚金

５４５人，剥夺政治权利２人，没收财产７人，法院决定逮捕

３０１人。着力办理大案要案，打造精品案件，标兵油脂厂

制售１０５吨地沟油案件被《法制日报》报道，乡镇社保干部

丁晓波贪腐案值逾４００万元职务犯罪案件入选南通年度

“十大法治”案例，１件毒品犯罪案件入选全省法院“十大”

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民商事审判　年内，市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１２００６件，审结１０４６３件，调解率５１．７２％，进一步发挥运

用判决及时化解矛盾作用。将诉讼服务中心“调解速裁”

职能整合到民一庭，民一庭（含诉讼服务中心）全年新收案

件２６８８件，结案２３４０件。民二庭新收案件１２５３件，结案

９３６件。６个基层人民法庭新收案件９１６４件，结案８３１０

件。民事审判工作接受市人大常委会专题审议，并认真贯

彻审议意见进行整改，依法解决群众告状立案难等问题，

全面清理诉前调解案件１０００多件。５月９日，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许前飞到市人民法院港区法庭调研，对市法院

推动能动司法、纠纷化解、基层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

的成绩给予肯定。

知识产权审判　７月１号，市人民法院正式成立知识

产权庭。年内受理知识产权案件２７件，结案３件。

行政审判　年内，市人民法院受理各类行政案件５７９

件，结案５４８件，其中，办结非诉行政审查案件３３６件、非

诉执行案件８９件，审结行政诉讼案件１２３件，行政案件一

审撤诉率６８．８７％。针对南通地区实行行政诉讼案件集

中管辖实际，协助管辖法院做好如皋市行政案件协调化解

工作，落实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积极化解行政争议，维

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编写《城市建设法律服务规范》，

获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题词。

执行工作　年内，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结案３９０２

件，结案率６６．２８％。其中新收案件４５４７件，结案２５３０

件。规范执行立案程序，全面清理执行积案２０００多件，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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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信访同比下降２８．７９％。加大反规避执行力度，拘留

１４４人，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３１个。对标的额达１．０３

亿元的“Ｅ玛国际”网络传销刑事追赃案件加强执行力量

和措施，确保没收财产依法足额上交国库。对涉及民生案

件坚持优先执行，成功执结舒畅制帽公司拖欠６１名工人

４６万元工资案例被《人民法院报》报道。

立案工作　年内，市人民法院推行诉讼引导、立案审

查、咨询解答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建立立案首接负责制，

切实保护当事人诉权。做好诉前审判和管辖权异议案件

审理工作，受理各类诉前案件１４５件（其中诉前保全４２

件、公示催告６６件、申请支付令４件、不予受理３３件），受

理管辖权异议案件６８件，均全部办结。

审判监督　年内，市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

责，受理申诉、抗诉、指令再审案件９件，审结９件。办理

各级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２件；邀请代表委员旁

听庭审、监督执行、评议案件等１６８人次，其中，旁听庭审

１２件，互联网直播庭审３件；开通联络工作手机报并发函

征求代表委员意见建议３０００多人次。注重发挥人民陪审

员作 用，陪 审 案 件 ２０７２ 件，占 普 通 程 序 结 案 案

件９９．７５％。

审判管理　年内，市人民法院推进庭审、定案把关、裁

判文书“三评查”活动，评查庭审１２０次、裁判文书８６１９

份，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０．５％。增强司法透明度，网上

公开司法文书３６９件。加强长期未结案件清理工作，法定

正常审限内结案率９６．４６％。

司法救助　年内，市人民法院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司

法救助涉诉困难群众７６人３６余万元。

司法鉴定　年内，市人民法院新收各类司法鉴定和拍

卖案件９１２件，结案１００８件，２０１２年旧存１０６件案件全部

结案。

宣传调研信息工作　年内，市法院系统被各级各类媒

体采用稿件７８８篇，其中被国家级媒体采用７５篇、省级媒

体采用１６２篇。编报信息４８篇，被省高院、南通中院采用

２５篇。

司法警察　年内，市人民法院规范押解、值勤、安保等

工作，刑事押解出警１３７５人次，处理各种突发性事件３０

余起，出警１２０余人次，协助保全、执行、值庭出警３５０余

人次，安全巡查出警２２０人次，参与执行案件５００余件。

【市人民法院实行执行权分段实施促进案件办理公正高

效】　１２月，市人民法院出台《执行案件分权流程管理实

施细则》，改变一个案件由一人承包到底办案机制，采取分

段实施模式，案件从立案到结案分执行启动、财产查控、财

产处分、结案审查４个程序，各个程序承办人之间相互制

约、相互配合、公开透明，确保不出现抽屉案件，促进公正

高效执行，有力化解执行难题。

【假日广场法庭】　年内，市人民法院开展司法服务零距离

活动，全年在市安定广场、文化广场开设假日广场法庭９

期，选择典型案件宣传法律，旁听群众２０００余人次。市人

民法院开设假日广场法庭做法被《法制日报》《人民法院

报》等媒体报道宣传。

【市人民法院档案管理通过省五星级复核】　年内，市人民

法院围绕省档案五星级单位测评细则及复查意见，设立创

建工作小组６个，集中整理档案９大门类２４３８８６卷，编印

各类编研材料３２种。１０月２４日，市人民法院档案省五

星级单位顺利通过省高级人民法院、南通中级人民法院和

南通、如皋两级档案局领导、专家组成评查组复核。

（商晶晶）

司司司　　　法法法　　　行行行　　　政政政
【概况】　市司法局下辖公证处、１４个司法所、１１个律师事

务所（其中个人律师事务所３个）、２０个基层法律服务所。

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有干部职工２７７人，其中机关干部职工

３４人、司法所工作人员６０人、律师８０人、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１０３人。２０１３年，市司法局被表彰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度省文明单位，被省司法厅表彰为新闻工作先进集体、

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全省法律援助为民服务创先

争优活动“十佳”法律援助先进集体，被南通市委、市政府

表彰为社会管理创新（长安法治建设）先进单位。市调处

中心被司法部表彰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市公证

处被省公证协会表彰为全省公证质量先进集体。

法律服务　年内，市公证处办理各类公证６６４６件。

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１６７５件、来访来电咨

询１４６４６人次。１月，全市１０家律师事务所７３名社区律

师接受１６个对接社区及社区群众双评。４月，与市人民

检察院联合下发《关于规范刑事案件辩护与代理工作的意

见》和《关于刑事案件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办法》，市

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从

组织领导、经费保障、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强刑事法律援助

工作。８月，组织中心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深入城北街

道建筑工地，开展“法律援助进工地”活动，提供法律咨询，

讲解援助事项、范围以及便民措施，发放印有“１２３４８”电话

和“法援大门朝难开、有理无钱请进来”等宣传标语的口杯

２００多只、雨衣７０多件。９月，法律援助宣传图片《大娘，

你走好》在央视１２频道法律援助公益广告中播出。拍摄

《法律援助帮您忙》公益微电影在市电视台每天滚动播出。

摄影作品《大娘，这边走》获全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摄影比赛

一等奖。

人民调解　市、镇、村三级调解组织全年累计排查、受

理矛盾纠纷５７５１６件，调解成功５３１２５，成功率９２．４％。

市矛盾调处中心直接调处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１１０件。

１－４月上旬，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百日会战”活动，排

查矛盾纠纷１３３０次，受理９４４起，调解成功９３３起，成功

率９８．８３％，防止民转刑案件２９起。６月，组织开展“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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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宣传月”活动，让群众信任调解、选择调解。７月，推进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覆盖经验做法在全省司法行政

工作会议上交流。

法治宣传教育　全市现有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１

个、省级７６个、南通市级３３９个、如皋市级３４７个，建成镇

级法治文化广场１０个、村级法治文化阵地２９６个。１月，

在市长途汽车站、大型超市、农贸市场等农民工聚集地设

立法制志愿服务点，开展“情系农民工、法律年礼带回家”

主题法制宣传志愿活动。评选表彰“十佳”普法信使。４

月，在搬经镇初级中学举办“小手牵大手、学法同步走”“普

法名嘴环市行”巡演活动。５月，开展“普法与长寿”专题

研讨，向普法成员单位征集论文５３篇，编印《普法与长寿》

一书。开展律师“３０年普法与长寿现象”征文演讲比赛。

创新实施新媒体普法。８月，“六五”普法工作通过省考核

验收组中期检查。１０月，组织第七届“‘法治创和谐’文艺

演出乡村行”活动，创作木偶普法短剧《夕阳卫士》等特色

法治文化节目。

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全市现有５年内刑释解教人员

１６８７人，在册社区矫正人员６４４人。年内，全市新增社区

服刑人员４２０名，按期解矫４５７人，接回安置刑释解教人

员１９７名。开展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巩固年”活动，牵头

召开全市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３月，走

进南通女子监狱，对如皋籍服刑人员开展帮教活动。５

月，组织全市１１５名社区矫正工作者开展“矫正执法业务

技能大练兵”活动。创新实施社区矫正“四三”（即“三通”

“三化”“三训”“三治”。“三通”即评估通案、绩效通报、法

理通情，提升社区矫正科学性；“三化”即监管档案信息化、

动态监管即时化、教育管控个性化，提升管控能动性；“三

训”即法制训练、行为训练、技能训练，提升教育针对性；

“三治”即心理治疗、文化治疗、修复治疗，提升服务实效

性）工作法。８月，社区矫正“四三”工作法在省司法厅社

区矫正形势分析会上交流。９月，市社矫安帮中心阳光启

航基地在城北街道建成并投入使用。

队伍建设　年内，市司法局打造“三微”（微博、微信、

微电影）服务群众平台，市司法局被评为南通司法行政系

统工作创新一等奖。搬经镇司法所刘平林被评为全省群

众心中优秀司法所长。５月，组织司法行政大调解业务培

训班，各镇（区、街道）司法所所长、调处中心常务副主任、

专职调解员、专业社工，市司法局机关、调处中心全体人

员，以及１５家对接调处成员单位参加培训。８月，依托华

东政法大学举办干警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全市司法系统

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分２批次集中轮训。

【首届如皋市“最美调解员”评选】　４－１１月，市司法局、

市调处中心在全市开展“寻找最美调解员”活动。经过自

荐、民主推荐、资格审查等程序，来自全市各镇（区、街道）

调解一线的１１名优秀调解员获首届如皋市“最美调解员”

称号，另有１０名调解员获“最美调解员”提名奖。

【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　８

月２８日，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市人民调解委员会

（市调处中心）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近年，市

人民调解委员会本着“预防为主、调处结合”方针，全面加

强体系建设、队伍建设、效能建设、机制建设、能动建设，着

力构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覆盖体系。自２０１０年

起，调解矛盾纠纷７０７件，百分之百调解成功，未发生一起

因调解不当引起的民转刑、非正常死亡、群体性械斗案件

和集体上访，切实担负起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维护了辖

区大局稳定，赢得群众认可。

（戴世燕）

·０４１·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