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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五年，是全市应对风
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迈向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的五年，也是柳
州市人大工作适应新常态、开
创新局面的五年。五年来，在
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市人大常
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职责，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
力机关作用，为柳州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
握新时代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一） 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
作为人大工作的根本遵循。五年
来，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

“ 四 个 意 识 ”， 坚 定 “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在人大履职中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二） 紧扣党委中心、服务
大局，汇聚力量推动人大工作。
五年来，常委会自觉维护市委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
心作用，坚持重大决策、重大事
项、重要工作主动向市委请示报
告，做到“市委有部署，人大有
行动”。

——助力工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对外交通建设。
——助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

民族团结示范市。
——助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三） 围绕贯彻落实《中共

柳州市委关于加强新时代人大工
作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大制度
在柳州的实践创新。常委会按照
党中央推进人大制度理论和实践
创新的要求，健全人大立法制
度，修改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
定，完善人大预算审查、审计监
督、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机制，推
动人大在完善履职机制、代表建
议办理经费保障、工作机构建设
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为发挥
新时代人大职能作用提供有力的

工作保障。
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

作用，提高立法质量，促进良法
善治

本届常委会共审议地方性法
规草案 7件，其中：审议通过 5
件，颁布施行 4 件；修正 1 件，
为柳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好法制保
障。

（一） 高质量开展立法工
作。常委会坚持“少而精、要管
用、重实效”理念，实施五年立
法规划，推动立法工作行稳致
远。

——加强环境保护领域立
法。

——做好城乡建设与管理领
域立法。

——做好柳州历史文化的立
法。

——指导自治县开展立法工
作。

（二） 创新开展立法工作。
常委会在全区新获立法权城市中
率先开展立法后评估、实体法规
提交市人代会审议表决等立法工
作，通过综合行使议案办理、开
展专题询问、组织视察和执法检
查等各项职权，使立法工作与人
大相关工作形成合力。

（三） 推动民主立法工作。
组建立法专家顾问库、地方立法
研究中心、立法咨询服务基地；
建立 6个基层立法联系点；邀请
各级人大代表参加立法调研论
证，多方征求代表意见建议；拓
宽公众参与立法渠道。

三、坚持监督与支持有机结
合，增强监督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年来，常委会共开展 34
次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听取
审议“一府一委两院”87个专项
工作报告，开展 2 次专题询问、
113 项专题调研，对 256 件规范
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不断提高
监督实效。

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监督。常
委会围绕柳州工业高质量发展，
跟踪监督《关于推动柳州市工业
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制造城的决
议》执行情况。审议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十三
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十四

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编
制情况。

加强财经工作监督。实现柳
州市全口径预决算监督全覆盖。
重视加强审计监督，督促抓好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

加强生态环保监督。
加强民生工作监督。
加强法治工作监督。
四、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

权和人事任免权，发挥权力机关
职能作用

五年来，常委会共组织召开
代表大会 7 次，常委会会议 39
次，作出决议、决定 73 项；任
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80人次。

五、服务保障代表依法履
职，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落实“两个联系”制度。密
切常委会组成人员与市人大代
表、市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
系。提高代表活动经费标准，支
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督促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
五年来，共确立代表议案 7 件，
交办代表建议 696件，代表建议
反映问题得到解决或列入计划解
决的均保持在 80%以上。推动政
府设立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资金，
2019年起共落实市本级预算专项
资金 1500 多万元，用于代表民
生事项建议办理。常委会首次对
人大代表议案实施项目进行树碑
展示。

扎实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六、加强人大自身建设，不

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
全面加强政治建设。扎实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
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

深入推进作风建设。持续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狠抓机关干部
队伍建设。

强化人大宣传工作。加强人
大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提升柳
州人大杂志、人大网站、微信公
众号等平台宣传质量。

五年来，常委会加强人大信
访工作，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983件 （次），切实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

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五年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409025 件，审结 402441 件，分别比上
一个五年上升 97.83%、101.34%。其
中，市中级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65799
件，审结 65027件，分别比上一个五年
上升 12.25%、12.15%。全市法院共有
67 个集体、52 名个人获国家级奖项，
137个集体、909名个人获自治区级奖
项。

──坚持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坚定
维护公平正义。充分发挥刑事审判惩
戒、震慑、预防功能，有力推进平安柳
州建设，全市社会治安持续稳定向好。
共一审审结各类刑事案件 23841件；保
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审审结贪污贿
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 401 件 495
人；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三年专项斗争，
共一审审结涉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51件
339人。依法妥善化解民商事纠纷，共
审结民商事案件 207211 件，结案标的
1259.04亿元。依法审结了柳化股份上
市公司重整案、广西睡宝集团全国首例
跨域联合重整案，共受理破产案件 390
件，审结 340件，处置不良资产约 36亿
元，清理各类债权近 105亿元，清偿职
工债权逾万人。

──坚持服务大局，依法保障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坚持“法治是最好的
营商环境”理念，精准服务“六稳”

“六保”工作。依法审结涉企业合同纠
纷案件 102202 件；涉金融借款、证
券、保险、票据等民商事案件 10247
件；涉知识产权案件 1126件。审结集
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等涉
众型经济犯罪案件 73件 110人 10个单
位。审结破坏环境资源案件 1671 件，
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流转、林权转让等案
件 2258件。开展“六稳”“六保”专项
执行行动，共执行结案 5339件，到位
金额43.29亿元。

──坚持司法为民，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强化民生司法保障，加
强人权保护，促进和谐家园建设。审结
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障、食品安
全、劳动争议、工伤保险等纠纷案件
7939 件。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解决
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问
题。

──坚持向改革要质效，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坚持从严治院，建设过硬法院队伍。
──坚持自觉接受监督,不断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

未来五年工作计划
一、始终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在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上有新成效
坚持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执
行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
告条例》，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二、始终坚持服务中心大局，在保障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上彰显新担当

服务保障柳州工业高质量发展。依法审理各类商业合同纠
纷案件，妥善审理涉重点项目、产业安全稳定、上下游供应链
案件，谨慎审理与公司有关纠纷案件，坚持司法审慎介入的原
则，引导公司优化内部治理结构，促进市场主体健康发展。

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紧扣“执行合同”与“办理破
产”指标，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建立投资
者维权的绿色通道，进一步降低当事人的诉讼和时间成本。依
法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严格区分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合
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民营企业参与兼并重组与恶意侵占国有资
产等界限，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

服务保障柳州创新驱动发展。
服务保障金融秩序稳定。
三、始终坚持主责主业，在提升司法公信力上有新作为
加强刑事审判，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柳州建设。
加强民商事审判，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加强行政审判工作，助推更高水平的法治柳州建设。
加强执行力度，扎实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
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用情用心用力维护人民权

益上有新举措
推进社会矛盾综合治理。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强化民生司法保障。
深化家事少审改革。
五、始终坚持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

的法院队伍上展现新气象
强化新时代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进

“两个坚持”专题教育常态化，持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入学习百年党史和柳州百年工业
史，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
用。坚持以党建为统领，建立健全党建与审判执行工作有机融
合、协调发展的制度机制，提高党建工作精细化管理水平。

强化干部队伍建设。
强化司法能力建设。
强化法院文化建设。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加强干警从严管理，巩固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
铁规禁令，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司法腐败，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强化对公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政治生态。

六、始终坚持自觉接受监督，在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上实
现新提升

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做好工作汇报和专项报告
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健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联络机制，及时落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
见建议。加强与政府、政协、纪委监委、检察院和社会各界的
沟通联系，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听取意见与建议，常态化问政
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进一步改进法院工作，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满意度。 （全媒体记者 李志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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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2日在柳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传林

一、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推进人大制度
理论和实践创新上有新突破。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
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
治方向。坚决贯彻落实党委决策部署，综合行使立
法、监督、决定、任免等法定职权，把党的主张转化
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自觉。深入落实“全过
程人民民主”，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贯彻体现到人
大各项工作中，凝聚力量推动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二、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在为人民美好生活提
供法制保障上有新担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
导，强化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做好立法组
织协调，加强“小切口”立法，完善立法工作机制，
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以保持柳江水环境质量、提升
大气环境质量、土壤污染防治、噪声污染防治为重
点，持续发力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为打造生态宜居柳
州发挥地方立法的引领作用。推进关系民生福祉、社
会发展等方面立法，破解涉及社会民生发展的堵点痛
点难点问题。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
立法，确保地方立法工作更好体现人民意志。

三、进一步增强监督实效，在推动中心工作与增
进民生福祉上有新作为。贯彻执行《关于持续支持监
督推动我市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 （2021-2025
年）》，加大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政府预决
算的审查监督力度，进一步健全国有资产管理、政府
债务审查监督机制，推动“十四五”规划全面实施。
加强对乡村建设工作的监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大对柳江水质保护以及噪声、大气、土壤污染防治的
工作监督，助推柳州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重视科教强市、健康柳州、社会治理等民生建设，持
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加强对“一府一委两院”工作
监督，保障宪法和法律法规有效实施。继续做好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加大对常委会决议决定和审议
意见落实办理情况的监督力度，推动重点、难点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

四、进一步提高决策水平，在推动重大事项有效
落实上有新成效。不断完善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工作规定，健全人大与政府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监督
检查和跟踪督办的工作机制，对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事项依法作出决议决定。坚持党管干部与人
大依法任免的有机统一，严格执行任前的法定程序，
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确保市委人事安排顺利
实现。

五、进一步完善代表工作机制，在支持和保障代
表依法履职上展现新局面。进一步加强代表履职实体
平台规范化建设，探索建设人大代表履职网络平台，
让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参与人大工作的形式更多样、
内容更丰富、成效更明显。组织开展代表履职学习培
训，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提高代表的履职能力。
建立代表履职管理制度，加强对代表的履职监督，推
动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制度化。

六、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在推进新时代人大工
作上迈出新步伐。 （全媒体记者 黄海玲 整理）

对今后五年工作的建议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摘要）

——2021年10月12日在柳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柳州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 于荣胜

今后五年工作安排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一、更加注重加强政治建设，
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
导。

二、更加注重服从服务大局，
大力服务保障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积极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
益，对各类市场主体予以同等司法
保护，支持企业经营发展。深度融
入法治乡村建设，助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三、更加注重能动履行检察职
能，切实维护柳州社会和谐稳定。

四、更加注重加强法律监督，
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优化监督格局，强化监督措施，不
断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全面
贯彻实施 《民法典》，坚持不懈补
短板、强弱项，做优刑事检察，做
强民事检察，做实行政检察，做好
公益诉讼检察，创新未成年人检察
等工作，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全面
协调充分发展。

五、更加注重加强队伍建设，
努力提升检察监督能力水平。切实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机关
意识，不断提升检察人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
实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检
察人员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
作风、专业精神。切实加强纪律作
风建设，持续整治“顽瘴痼疾”，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全媒体记者 李志敏 整理）

2016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办理
各类案件 55706件，其中受理审查逮
捕案件 21839件 31578人，决定和批准
逮捕 18301件 25061人；受理审查起诉
案 件 30330 件 42042 人 ， 提 起 公 诉
26953件 36370人；办理刑事、民事、
行政申诉案件 1570件、公益诉讼案件
1095件、诉讼活动违法监督案件 872
件。共有 136件案件获最高人民检察
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评为典型案例
或精品、优质案件，57 个单位 （集
体）、38名个人获全国表彰，147个单
位 （集体）、270名个人获全区表彰。

一、坚持讲政治顾大局，全力服
务保障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严惩
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从严打击严
重暴力犯罪特别是个人极端犯罪和故
意杀人、强奸、抢劫等犯罪，取得良
好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突出打击“黑拐枪”“盗抢骗”“黄赌
毒”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进一步
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扫黑除恶，加
强协作配合，共同筑牢党的执政根
基。批捕涉黑恶犯罪 55件 205人，起
诉 54 件 324 人 。 深 化 “ 打 网 破 伞 ”

“打财断血”工作，向纪委监委移送
“保护伞”线索 35 条，批捕“保护
伞”犯罪 14 人，起诉 11 人。加大对

“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整治力度，服
务保障“两委”换届选举和基层政权
稳定。

护航金融安全，注重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严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

资诈骗、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积
极投入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起
诉破坏生态环境犯罪 443人，办理生
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552件。致
力脱贫攻坚，起诉侵吞、私分扶贫资
金等犯罪133人。

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六
稳”“六保”工作要求，围绕“实业兴
市，开放强柳”、推进“三大建设”等
重大发展战略，制定 《服务保障柳州
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服务保障
民营经济发展实施意见》 等指导性文
件，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检察
保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起诉涉企商业贿
赂犯罪 111人、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
益犯罪153人。

二、深度融入市域社会治理，推
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柳州、法治柳
州

顺应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
需求，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
一。

在反腐败斗争中依法履职尽责，
2016至 2017年立查贪污贿赂案件 256
件 271人、渎职侵权案件 38件 46人，
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34亿元。

从严从重惩治各类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犯罪，起诉1017人。

三、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切
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加强司法制约监督，在办案中监
督，在监督中办案。强化对应当立案
不立案、不该立案而立案、以罚代
刑、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的监

督。认真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
司法政策，呈现不捕率逐年上升、羁
押率逐年下降的良好态势，更有利于
矛盾化解、社会治理。

强化精准监督，切实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办理民事、行政诉讼监督
案件 1314 件，其中提请抗诉 172 件，
获上级院支持 105 件；提出抗诉 15
件，获改判 12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80件，获采纳63件。

四、加强检察队伍建设，适应新
时代检察工作更高要求

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
永葆柳州检察政治忠诚。

开展系列技能培训、岗位练兵和
业务竞赛，坚持学中干、干中学，全
面提升检察队伍履职能力。

秉承严管就是厚爱理念，全面从
严治党、从严治检。自觉接受纪委监
委及其派驻机构的监督。深化全面从
严治警“五查五整顿”专项行动，扎
实开展警示教育，有效防范“四风”
和腐败问题。

五、自觉接受监督，规范检察权
运行

坚决贯彻落实市人大十四届历次
会议对检察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向
市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公益诉讼等工作情况。建立完
善领导干部直接联系人大代表制度，
为代表履职提供精准化服务。积极向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通
报检察工作，虚心听取意见建议。

完善检务公开制度，让检察权在
阳光下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