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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吴法院——

服务大局有担当

司法为民有作为

2019 年，新吴法院紧紧围绕“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忠实履行宪法法
律赋予的职责，谱写了服务大局有担当、司
法为民有作为的工作新篇章。
近日获悉，新吴法院全年受理各类案
件 17127 件，审执结 15090 件，同比分别上
升 8.9%和 10.4%，
解决争议标的 144.6 亿元，
均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三年结收案比超百
分 百 ，全 年 结 案 率 达 88.1% ，位 居 全 市 第
一。主要质效指标领跑全市基层法院，
为新
吴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惩防并举
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需要一个良好的法治环
境。为此，新吴法院纵深推进扫黑除恶，围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挖根治的阶段性目标持
续发力，强化依法严惩，审结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 6 件 19 人。
集中整治侵财犯罪，保护居民合法权益。
去年共判处盗窃、诈骗等犯罪案件 335 件 566
人，对涉案金额高达 1399 万元、受害人数多达
1300 余人的手机贷诈骗案罪犯金某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
民以食为天，保卫“舌尖上”的安全，关系
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新吴法院判处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 6 件 13 人，对案值 530 余
万元、受害者上千人某保健品诈骗罪犯钟某等
10 人依法予以严惩。
在维护信息安全方面，判处非法获取计算
机信息系统数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案
件 12 件 26 人，对无锡首例“私家侦探”非法跟
踪、拍摄、出售他人行踪轨迹、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的罪犯赖某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键是注重实
效。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对某培训机
构教师官某猥亵儿童案依法从重判处。推行
轻罪记录封存、回访帮教等制度，有效帮助未
成年犯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
增强科学发展动力

保障企业合法权益，护航高质量发展
新吴法院精准护航企业发展，扫
除企业发展障碍。全年受理买卖合
同、股权转让、融资租赁、票据保险等
一审商事案件 3418 件，
审结 3006 件，
解决争议标的 53.8 亿元。依法保护
重大项目、
高新企业合法权益，
审理的
涉大型工程定作合同纠纷案等两起
案件入选全市司法保障高质量发展
十大典型案例。积极服务企业上市，
依法判决支持一家公司提起的确认

原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之诉，为企业
成功上市扫清了法律障碍。同时，全
力保障民营企业发展，对涉民营企业
案件快立案、
快保全、
快审理、
快执行,
全年为小天鹅、
先导智能、
双象集团等
辖区民营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2.3 亿
元。
着力保障企业创新，营造良好发
展环境。强化创新、
权利、
惩罚、
效率、
诚信五个导向，
不断打造激励创新、
促

进繁荣的知识产权精品案件。审结各
类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317 件，判处侵
权赔偿总额 700 余万元。依法判决我
区物联网领军企业感知集团不正当竞
争维权案，作为无锡物联网产业保护
第一案，
入选年度区十大法治事件、
全
市十大典型案例。从快从严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审结假冒国内外知名
品牌刑事案件21件，
判处罪犯59人罪
单位7家，
判处罚金总额超3500万元。

丰富惠民举措，满足群众多元需求
在落实民生权益保障方面，新吴
法院着力办好每一起案件。受理婚
姻家庭、房屋买卖、建设工程、劳动争
议、侵权赔偿等一审民事案件 5196
件，审结 4430 件。同时，坚持以化解
矛盾为导向，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达
50.7%。正确处理小区业主自治权
和物业管理职权的矛盾，依法裁判小
区业主诉业主大会撤销权案、业主委

员会诉物业公司返还业主共有资金
案等新类型案件，有效维护了住宅小
区各方的合法权益。法院还注重加
强劳动者权益保护，畅通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渠道，实行调、裁、
审一体化，审结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1088 件。保障依法取酬，利用节日、
假日等关键节点开展集中执行，为劳
动者追回劳动报酬 2000 余万元。

攻坚执行难题，新吴法院突出执
行工作质效。全年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6155 件，
执结 5584 件，
执行标的额 45
亿元，
执行工作质效位列全市第一，
全
省前列。创制执行工作“235”规范，
加强案件节点和期限管理，确保立案
后 20 天内完成集约查控，3 个月内启
动财产处置，5 个月内做好结案准备，
相关经验被《人民法院报》推广。

新吴区法院多措并举，以更高层次推进矛
盾多元化解。着力构建“非诉在前、诉讼断后”
的漏斗式解纷格局，依托专业调处平台，诉前高
效集中调处各类民事纠纷 1870 件，全年民事一
审收案下降 2.6%。区法院被评为全省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示范法院。区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
被评为全省优秀人民调解工作室。结合区“三
官一律”活动，启动“审务进基层、法官进网格”，
让法官走进网格，矛盾纠纷化解在网格，执行工
作 嵌 入 网 格 。 江 溪 法 庭 因 地 制 宜 打 造“ 三 张
网”，即“前哨型”基层矛盾就地吸附网、
“联动
式”诉讼纠纷化解网、
“ 沉浸式”村干部法官互驻
网，该建设项目获评年度区法治惠民实事工程
项目一等奖。
同时，以更优手段完善诉讼便民机制。新
吴法院突出“一次办好”，全面推进诉讼服务中心
提档升级，构建“厅网线巡”一站式诉讼服务体
系，全年为群众提供诉讼服务 1.88 万件次。突出
“智慧服务”，大力推行网上立案、网上缴费、网上
查档，首推 24 小时自助诉讼服务终端入驻社区
“智慧小屋”，诉讼服务向线下、网上、掌上“三位
一体”拓展。为更好减轻群众诉累，推行“分调裁
审”，实行繁简分流，近八成民商事案件进入速裁
程序，
办案周期平均缩短 35.3 天。
（安宇）

新吴检察院——

不忘初心履职责

聚焦重点促发展

2019 年，新吴检察院坚持聚焦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
局，推动检察工作与全区发展大局同频共振。提升政治站
位，全力投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围绕中心聚焦重点，全力
保障高质量发展；认真履行公益诉讼职责，坚决守护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显示了忠实履行不忘初心勇担当、聚焦重
点促发展的时代职责使命。
近日获悉，新吴检察院去年 4 个案件被评为省、市检察
机关指导性案例、公告案例，10 个典型案例、亮点工作先后
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关注报道，20
个工作机制和做法被上级检察机关肯定推广，走在全国基
层检察院前列。

营造安全良好营商环境
全力保障高质量发展
保障安全生产，事关全区良好的营商环
境。为此新吴检察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察
监督，针对企业生产经营中不规范使用危险
化学品、安全设施设备不齐、
“ 流动加油车”、
燃气钢瓶整治等开展专项检察监督，向有关
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7 份，督促消除安全
隐患。
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专项检察监督，
助力服务区域发展转型升级。通过召集联席
会议、联合专项督查、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
就散乱污企业排查、清理、整改不到位、反弹
回潮情况等加强检察监督，推动取缔散乱污
港口、码头 31 家。
在加强知识产权检察保护方面，优化专
业办案模式。在全省率先建立涉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立案同步审查”、被害人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制度，致力解决企业知识产权被侵害
后举证难、周期长、维权难等问题。依法批准
逮捕涉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4 件 4 人，提起公诉
13 件 32 人，依法对横跨 18 个省市、涉案金额
700 余万元的销售假冒“星巴克”注册商标商
品罪 6 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同时启动民
事公益诉讼监督程序，向江苏省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发函，建议其对被告人提起诉讼。

主动靠前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新吴区更加注重民营经济
发展，民营企业成了发展的生力军。对
此，新吴检察院坚持精准服务民营企业
法治需求、精准把握罪与非罪界限、精
准改进办案方式方法、精准维护企业家
合法权益，去年依法妥善办理涉企刑事
案件 21 件。
如今，快递业发展迅速，但在管理

方面尚需进一步规范。针对快递行业
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及时向涉
案公司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对全区 178
个营业网点 3729 名收派员开展守法培
训，
帮助堵漏建制。
为让服务更有温度，新吴检察院还
延伸了服务链条。在市软件协会、极课
大数据等协会、企业设立检察法律服务

点 30 个，提供法律服务 27 次，帮助建
立法律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2 项。同时，
还组织开展服务民企专题调研，上门走
访民营企业 70 家，召开专题座谈会、研
讨会 7 场，梳理出 8 大类企业涉法问题、
6 大类司法保障诉求，形成《服务民营
企业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报告》提
供区委决策参考。

强化公益诉讼职责履行，坚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新吴检察院牢牢把握“检察官作
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的明确定位，依法
履行公益诉讼职责。在生态环境和资
源 保 护、食 品 药 品 安 全、国 有 财 产 保
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重点领域，
摸排公益诉讼线索 32 件，立案 24 件，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24 件，起诉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 件。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新吴区更
加注重对企业污染的防治。对此，新

吴检察院建立“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
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生态检
察模式收到较好效果。在办理一家公
司环境污染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
案时，责令其缴纳赔偿费用 130 多万
元用于生态环境修复，起到了治标又
治本的作用。
在办理以食品危害公众利益时，
注重放大社会效应。在依法对陈某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人在国家级媒
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达到“办理
一案、警示一片”的效果。
新吴区内有着众多的文物，加强
保护需各方形成合力。针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文 物 损 毁 风 险 、保 护 措 施 不 齐 等 问
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
议，消除安全隐患，推动全区开展文物
安全巡查。

打造维权品牌
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
少年合法权益保护工作格外重要。对此，新
吴检察院用心打造“向阳花”青少年维权工作
品牌，落实涉未成年人案件专门办案要求，办
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31 件 38 人，切实维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新吴检察院还搭建多个平台，有针对性
地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小敏姐
姐工作室”
“心灵之光”心理咨询室、青少年维
权社区工作站、
志愿者贡献作用；
上线运行
“向
阳花”
青少年维权平台，
实现青少年法治课
“在
线点学”；启动“检爱连心”关爱困境未成年人
项目，
开展走访帮教、
法律援助、
心理疏导和特
困救助，
聚力推动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在聚焦“一号检察建议”落地方面，联合
11 部门在全市率先建立防范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入职查询工作协作机制，启动查询
159 人次，被评为全市检察机关十大优秀事
例。此外，还通过办理校外辅导机构培训老
师猥亵儿童案，发出教育培训领域全市首份
“从业禁止令”，并向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推动全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中央和省
级 10 余家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