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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闭幕

·解读

□记者 李明

生活日报1月12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济南市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今天下午在舜耕会堂
胜利闭幕。

市政协主席殷鲁谦，
副主席冯光文、崔大庸、金
德岭、赵家军、张辉、李好
臣、徐明梅、刘梦海，秘书长
任建新，出席会议并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中共济南市委
书记王敏，市委副书记、市
长杨鲁豫，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徐长玉，市委副书记雷
杰，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首先通过了政协
第十三届济南市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
三届济南市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提案
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
三届济南市委员会提案委
员会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
告和政协第十三届济南市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
议。殷鲁谦主持会议并讲话。

收提案689件

立案671件
□记者 李明

生活日报1月12日讯
12日下午，济南市政协十三
届三次会议闭幕，根据会议
提案审查情况报告，截至1
月10日17时，大会共收到提
案689件。经提案委员会审
查，立案671件，未予立案18
件。在立案提案中，委员提
案610件，民主党派、工商联
提案53件，界别和界别小组
提案8件。

本次会议提案内容丰
富，涵盖了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
领域，集中反映了济南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以
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
际问题，主要包括：经济科
技方面113件，城市规划建
设与管理方面293件，教育
文化卫生方面135件，社会
法治方面122件，政协、统战
及其他方面8件。

大会闭幕后，所有立
案提案送交相关承办单位
办理。对本次大会提案统
计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提
案，提案委员会将及时审
查、交办。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1月12日讯 12日上午，
在济南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勇作了市中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去年，济南市判处
罪犯5681人，11名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
被判刑。今年，中院将对应当公开审理
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并对庭审进行网
上录播或直播。

11名县处级以上公务

员被判刑
去年，济南市中院共新收案件

74736件，办结73319件，结案标的额
204 . 23亿元。依法审结一审刑事案件
4097件，判处罪犯5681人。在判决生效
的5267人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直

至死刑的661人，占12 .55%。
据了解，2013年济南市依法严惩职

务犯罪，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
115件，判处罪犯158人，其中原为县处
级以上公务人员11人。

68名罪犯涉食品安全

受严惩
济南还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

劣产品等犯罪行为，对21件68名罪犯予
以严惩。朱传峰等被告人大量采购“地
沟油”生产“食用油”，中院一审依法判
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其他9名被
告分别判处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等较重刑罚。

中院充分发挥刑事大要案审判基
地作用，依法审理了薄熙来受贿、贪污、
滥用职权案，刘济源贷款诈骗、金融凭

证诈骗、票据诈骗案，山东小鸭集团原
副总经理魏玉东贪污、假冒注册商标案
等一批大案要案。

801名“老赖”被依法

制裁
2013年，全市法院执结各类案件

17665件，标的额74 . 31亿元。实行限制
高消费、限制出境、公开曝光等方法，向
社会公布189名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信息，依法制裁
801名有能力但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
被执行人，对6610件案件依法强制执
行。强化对潍坊新立克集团公司4名高
管犯罪案件巨额财产刑的执行，已完成
9家公司股权和2套房产的拍卖，共计
3 . 65亿元，已收到并上缴市财政2亿余
元。

应当公审的案件一

律公开审理
去年，中院落实旁听制度，公开审

判流程和执行信息，完善新闻发布制
度、推进裁判文书上网，在互联网站上
公布生效判决文书3173份。薄熙来案件
审理期间，中院通过官方微博实时报
道、组织各界人士旁听庭审、每半天召
开一次新闻通气会等形式，保障了公众
在第一时间获取案件资讯的知情权。

今年，市中院将推进“审判流程、裁
判文书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
全市法院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一
律公开审理，允许群众旁听，并对庭审进
行网上录播或直播；依法能够公开的裁
判文书一律上网公开，所有案件的审判、
执行进度一律上网向当事人公开。

801名“老赖”最终还了钱
法院系统去年判处罪犯5681人，公审案件网上录播或直播

去年170人涉贪腐“倒下”
市检察院通报一批典型案件，230人因职务犯罪被立查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 1月 1 2日讯 1 2
日，在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上，济南市检察院检察长郭鲁生
作了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
告显示，去年，全市检察机关共立
查职务犯罪案件176件230人。其
中，贪污贿赂案件170人，渎职侵
权案件60人，大案151件，县处级
以上要案21人，国家工作人员受
贿案件81人，行贿案件17人。

39人涉地沟油、

假药等被批捕
2013年，济南市检察机关严

打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犯罪，共批捕各类刑事
犯罪嫌疑人2777人，提起公诉
5699人。

近年来，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犯罪呈高发态势，全市检察机关
还从重、从快打击涉地沟油、毒胶
囊、制售假药等刑事犯罪，共批捕
39人，提起公诉76人，法院已判
决45人。

而且，全市检察机关还严打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办理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
法经营、合同诈骗、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等经济犯罪案件520人，
刘济源特大金融诈骗案主角被
判处无期徒刑，挽回经济损失数
十亿元。

230人涉贪污等

职务犯罪被立查
去年，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查

职务犯罪案件176件、230人。其
中，贪污贿赂案件170人，渎职侵
权案件60人，县处级以上要案21
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8 1
人，行贿案件17人。市检察机关
立查了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原
董事长赵明奎(正局级)涉嫌受贿
80余万元、贪污100余万元、挪用
公款500万元案，市政府投融资
管理办公室原副主任鞠维亚(副
局级)涉嫌受贿500余万元、贪污
200余万元、挪用公款500余万元
案等大案要案。

省教育厅一副处

长贪污被判12年
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原副处

长张鹏程利用职务之便，在高校
招生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贿赂17万余元，且巨额财产不

能说明合法来源，被判处有期徒
刑12年；长清区残疾人联合会原
理事长王峰，贪污残疾人就业保
障扶持资金及“百户安居”、“一建
三改”工程款37万余元，并利用
职务便利索贿101万元，数罪并
罚，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9
年；章丘市高官寨镇计生
办原主任张立刚滥用职
权，少征或违规征收社
会抚养费58万余元，贪
污社会抚养费 1 4 万
元，挪用社会抚养费
17 . 95万元，被判处
有期徒刑14年。

去年，济南市检
察院共起诉职务犯罪
案件211人，判决183
人，全部是有罪判决，
其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的36人。

据了解，济南市经四路
人防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原主
任郭庆勇贪污185万余元、受贿
75万元，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
徒刑16年；平阴县新华书店东阿
门市部原主任郭宝祥挪用中小学
教材款290万余元，被判处有期
徒刑12年；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审判监督庭原审判员姚福生收
受执行人贿赂15万元、贪污执行
款3万元、非法拘禁案件当事人，
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经依法指定管辖，市检察院
受理了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
权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补充完
善证据14卷500余份，认定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薄熙来被判
处无期徒刑。

纠正减刑假释等

违法行为58件
济南市检察院还加强刑罚执

行监督，依法监督纠正减刑、假
释、保外就医和监管活动违法
行为58件。

据了解，济南市奥体中心
原主任张忠明、济南市土地储
备交易中心原副书记杨勤祥、
特星集团经理韩俊芝，均因职
务犯罪分别被判处5至1 0年有
期徒刑。检察机关在专项检查
中发现，这3名罪犯均不符合法
定情形而被暂予监外执行，遂
依法监督纠正，随后，3名罪犯
被收监执行。

□记者 李丽

12日下午2：00，金都大酒店一楼金
泰厅，委员王旭光习惯性地坐在会场的
角落里，他就是去年薄熙来案件的审判
长，我很有幸跟他一起讨论两院报告。

今年的济南中院报告中两次提到薄
熙来案，而该案的审判在我国法治史上首
开先河，以微博直播的方式实时播报庭审
过程，成为中国法治改革进程的标杆。

谈起该案，王旭光语气平和而谦逊，
他说该案之所以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不在于谁审，而在于严格遵循新刑事诉
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庭审时让控辩双
方充分质证、充分辩论，而微博直播打破

了庭审在空间上的局限，通过虚拟的技
术手段保障了公众第一时间获取案件资
讯的知情权。

他的话引起了几位司法界委员的共鸣，
一时间，会场气氛热烈，分组讨论变成了一
个关于司法公开的“专题会”。委员们的讲
解，专业而深刻，让我对司法审判、司法公开
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通过公开审判
消除纷争，这正是法治的魅力。

在委员们的引导下，我也注意到，济
南中院工作报告中也对今年的司法改革
做了重要安排：今年，全市法院依法应当
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并对庭
审进行网上录播或直播；依法能够公开
的裁判文书一律上网公开，所有案件的
审判一律上网向当事人公开。王旭光介
绍，有些工作济南法院已经走在了全国
前列，比如审判流程向当事人公开，市中
区法院已经实行了四五年。

司法公开注定成为2014年度司法工作
的主题之一，公开就像阳光一样让我们感受
到司法的公平正义，我们也期待着济南市在
司法公开中走得更远，有更大的作为。

期待司法公开走得更远

36名职务罪犯

被判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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