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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咸宁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为咸宁疫后重振和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年工作回眸
核心阅读

2020 年，全市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市委五届八次、九次全会部
署，在市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政协关心支持和省法院指导
下，服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决战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学习宣传《民法典》，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全面推进
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司法改革，打造过
硬法院队伍，积极为咸宁疫后重振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司法服务。
2020 年，全市法院受理案件 41773 件；审结、执结案件 38003
件。其中，市法院受理案件 4738 件，审结、执结案件 4578 件。

服务咸宁高质量发展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积极
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法院力量，市法院被评为
2019 年度全市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先进单位。
服务复工复产。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市
法院率先在全省出台服务复工复产 10 条意见和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 10 条措施，将司法服务举措覆盖全市 243 家企
业。先后联合市工商联、市律协召开复工达产司法保障
座谈会、
“ 送法进商会”等活动，为企业纾困解难。编印
《关于涉疫诉讼案件的裁判指引》，统一裁判尺度。建立
涉疫纠纷预警机制，妥善化解因疫情影响导致的合同履
行、债务偿还、租金交付等纠纷案件。审慎处理因疫情引
发的劳动争议，联合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出台《关于处理

涉新冠肺炎疫情劳动争议案件相关问题的意见》。开辟
复工复产案件绿色通道，充分发挥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
讼服务体系作用，
积极引导当事人协商和解、共渡难关。
护航营商环境。全市法院紧紧围绕中央、省委、市委
决策部署，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功能，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
政、刑事“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办理知识产权案件 341
件。加大破产审判力度，推动出台《咸宁市企业破产司法
处置府院联动工作机制》等 5 项制度，报请市政府设立破
产费用专项基金 500 万元，建立健全制度化、常态化企业
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坚持监督与支持并重，依法妥
善审理涉招商引资行政纠纷，助推诚信政府建设。全市

法院共受理行政案件 677 件，审结 660 件，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率 84.1%。全面落实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
制度，
最大限度减少执法活动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
助力生态保护。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长
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有机衔
接，
严厉惩处滥伐、盗伐林木、非法采矿、采砂等犯罪行为，
审结破坏环境资源保护刑事犯罪案件 90 件，
打击罪犯 156
人。支持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
审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7 件。加强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建设，两级法院组建环境
资源刑事、民事、行政
“三合一”
审判团队，
环境资源审判业
务水平显著提升。坚持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7 人合议庭审判
机制，
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
促进生态环境资源修复。

1 月 12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倪贵武作法院工作报告

推进平安咸宁建设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严惩各类刑事犯罪，服务
未成年人犯罪等各类犯罪行为，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心理
疫情防控，决战决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受理刑事案件
干预、帮教机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认真落实刑事诉讼
3694 件，审结 3390 件，
判处罪犯 3900 人。
“三项规程”，推进庭审实质化，刑事法律援助实现全覆
全力维护安全稳定。严惩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犯罪，
盖。规范减刑、假释，依法裁定减刑假释案件 470 件。妥
审结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364 件，涉枪、涉暴、涉黄、涉毒、涉
善化解涉诉信访。坚持开门接访和带案下访，加强涉诉
赌犯罪案件 388 件，社会治安平稳有序，市法院被市禁毒
信访源头治理和风险防控。
委员会评为 2019 年度禁毒工作先进单位。依法保障公
决战决胜扫黑除恶。扎实开展
“六清”
行动，
全力打好
共安全，审结交通肇事、危险驾驶、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
扫黑除恶收官之战。聚力
“案件清结”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件 872 件。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审结贪污贿赂犯
展以来，
全市法院共受理涉黑涉恶一审刑事案件 59 件 433
罪案件 85 件。严厉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审结非法吸收
人，
全部审结；
受理涉黑涉恶二审刑事案件25件241人，
审结
公众存款案件 7 件，电信诈骗、传销案件 9 件。加强未成
24件221人，
结案率96%。一审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年人司法保护，严惩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和引诱、教唆
135人，
重刑率31.17%，
其中涉黑案重刑率38.74%。始终坚

持依法推进专项斗争，
准确把握黑恶势力犯罪认定标准，
不予
认定涉恶案件1件，
不予认定涉黑涉恶犯罪12人。聚力
“黑财
清底”
。全市法院应执行生效涉黑、
涉恶被告人财产刑金额
14.88 亿元，已执行到位 14.64 亿元，执行到位率 98.39%。
聚力
“行业清源”
。发出司法建议函 34 件，
发现和移送线索
180余条，
推进专项斗争与社会治理一体落实。
严惩涉疫刑事犯罪。全市法院审理涉疫一审刑事案
件 9 件 12 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一批 10 个依法惩
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中，咸宁法院 1 个案例入
选；省法院发布的 4 个涉疫典型案例中，咸宁法院 3 个案
例入选。崇阳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郭正安受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案例研究院邀请，
作涉疫案件审判经验交流。

2020 年 11 月 19 日，省法院组织黄石、荆州、孝感、鄂州、
黄冈、汉江、咸宁等 7 地 27 位全国、省人大代表赴咸参加视察
咸宁市人民调解中心专题活动。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依法保障民生。受理民事案件 22951 件，审结 20571
件。依法审结涉及住房、就业、消费者权益、医疗、教育等
民生案件 2461 件，保护当事人生存发展权利。加大涉农
民工工资案件审判执行力度，审执结案件 627 件，标的额
3300 余万元，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服务保障脱贫攻坚，
全市法院对口帮扶的 13 个村 5644 人全部脱贫摘帽；审结
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等涉农案件 116 件；审结扶贫领域小
官贪腐案件 4 件，判处有期徒刑 6 人。积极推进人身损害
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审结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1350 件，平等保护公民生命健康权益。加大司法救助力
度，依法为困难群众减、缓、免交诉讼费 465.48 万元，发放

司法救助金 225.17 万元。
促进家庭和谐。审结婚姻家庭纠纷 3129 件，调解撤
诉 1578 件，
调撤率 50.43%。继续推行圆桌审判，
为离婚当
事人颁发离婚证明书。加强与市妇联合作，
充分依托市人
民调解中心家调委和
“宁和三八红旗手工作室”
，
加大婚姻
家庭纠纷调解力度。贯彻落实《湖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
推进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加强孤寡老人、
妇女、
儿童
权益保护，健全法院、妇联、基层政府联合化解纠纷机制。
专题调研我市农民工离婚高发问题，市法院《农民工付出
的幸福代价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研究》在《楚天审判》刊发。
强化执行攻坚。2020 年全市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13481 件 ，执 结 12434 件 ，结 案 率 92.23% ；执 行 到 位 款
29.18 亿元，已全部发放给申请执行人，执行标的到位率
全省排名第 5 位。健全完善与公安、保险、不动产登记中
心、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信运营商等单位执行联动机
制，司法拘留 202 人，打击拒执犯罪 69 人，发布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17793 人次，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
7593 人。推行“一案一账户”，全省法院“一案一账户”工
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咸宁召开。加大网络查控力度，推
进网络司法拍卖，开展涉民营企业、涉执信访、涉超期案
件专项执行。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慎用查封、扣押、
冻结等强制措施.。

2020 年 8 月 6 日，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倪贵武率民一
庭、执行庭负责人等赴咸宁高新区调研法治化营商环境工
作，上门为企业纾困解难。

助推市域治理现代化
全力推进多元解纷。全市法院紧紧依靠党委领导、
政府支持、政法委统筹、部门配合，推动高标准建成七个
人民调解中心，形成了一站式多元解纷建设的“咸宁模
式”，并在全省推广。市人民调解中心接待咨询群众 3455
人次，受理案件 2029 件，调解成功 1531 件，咸安法院收
案数同比下降 11.07%。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对咸宁
多元解纷工作作出批示，并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听取相关
情况汇报。市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获评 2020 年全国政法智能化十大创新案例。
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职能作用，
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赤壁法院实施“一庭一品”

计划，在推进茶产业发展、西凉湖禁捕退捕工作等方面作
出了积极探索。通山法院参与“三治两无”示范村建设，
将矛盾纠纷吸附在当地、化解在诉前。崇阳、通城法院大
力开展巡回审判，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以“车载法
庭”
“ 背包法庭”
“ 假日法庭”等多种形式，进行以案释法，
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咸安法院借助区人民调解中心平
台，探索开展“法院+工会”劳动争议诉调对接试点工作，
推动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积极参与
城市文明创建工作，深化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双报到”机
制，助推基层治理。
认真做好法治宣传。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

任，以《宪法》
《民法典》、扫黑除恶、禁毒、净化校园风气等
为主题，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牢固树立宪法权威，举行宪法宣誓 7 批次 513 人次。
广泛宣传《民法典》，先后 8 批次对法院干警、人民调解员、
行政执法人员、代表委员、企业家等进行《民法典》培训。
充分运用信息科技，同步在中国庭审公开网和本地在线
平台，公开直播审理涉黑涉恶、环境公益诉讼等案件。紧
紧围绕法院工作主题，在多家权威媒体和学习强国平台
发表报道 145 篇，讲好咸宁法院故事，传播咸宁法院好声
音。市法院被最高法院授予“司法宣传和通联工作先进
单位”
称号。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加强审判监督管理。健全审判权运行监督制约机
制，完善“四类案件”识别监管机制，强化院庭长对员额法
官的办案监督。落实类案和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规
范法官联席会、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促进裁判尺度统
一。完善院庭长办案机制，
两级法院院庭长审结各类案件
23264 件，
占全市法院审结案件数的 55.69%。进一步修订
完善法官业绩考核评价体系，
激励法官多办案、
办好案。贯
彻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全市人民陪审员参审各类案件
5471 件，陪审质量明显提升。推进阳光司法，通过中国裁
判文书网公开文书 37136 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向当事
人公开案件 15687 件、
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庭审 975 场次。

推进诉讼机制改革。深化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
革，完善分流标准、程序，推进调解前置，强化诉调对接，
全市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 76.62%。优化审
判团队建设，市法院和 6 个基层法院均成立速裁快审团
队，实行简案快办。招录雇员制书记员 76 人，充实到一线
办案团队。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市法院与市检
察院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监督制约，深入
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全市法院适用速
裁程序、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 1670 件，其中速裁程序
356 件。认真落实《律师法》，充分保障律师执业权益，全
市法院签发律师调查令 66 份，
着力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

深化智慧法院建设。推进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社
会化管理，对接江西法院援建，并与中国邮政咸宁分公司
签订集约送达战略合作协议，
“收转发 E 中心”、集约电子
送达等平台上线运行。推广互联网司法新模式，网上立
案 937 件，跨域立案 348 件，电子送达 4729 件次，网上缴
费 5980 件次。推进诉讼服务集约管理，实现“一站通办、
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便民利民服务。建成电
子档案系统，卷宗流转、阅卷等均可线上操作。在人民调
解中心建成集仲裁开庭、法院内网开庭、互联网调解、互
联网开庭等应用于一体的“调解审判多功能法庭”。市法
院司法行政处被表彰为全国法院信息化工作先进集体。

锻造过硬法院队伍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
例》，扎实开展“两个坚持”专题教育和市委“六大”活动，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摆在首位，严格执行“首个议题”学习制度，持续抓好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巩固拓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认真践行习近平法治
思想，严格落实重大事项、重要案件、重要工作向市委及
市委政法委请示、报告制度，努力建设讲政治的政法机
关。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及时学习传达上
级文件精神，研究涉诉涉法信访、舆情处置等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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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接受市委巡察，对反馈的问题不折不扣整改落实，健
全完善管理制度 28 项。
选优配强班子队伍。通过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强
化两级法院班子队伍建设。2020 年调整充实两级法院
班子成员，调整后中院班子有 2 名 80 后，基层法院产生
70 后、80 后院长各 1 人。市法院提拔重用 7 名中层正
职、7 名中层副职，积极推进 10 名中层正职交流轮岗。
全面推行年轻干警导师制培养机制，两级法院选聘 38 名
高级法官担任导师，一对一培养 38 名优秀年轻干警；市
法院下派 3 名年轻干警到基层法院担任副院长；基层法
院 6 名干警上挂市法院跟班学习。突出一线、基层导向，
市法院年轻法官助理到基层法院入额。通山法院安排
优秀年轻干警到基层法庭担任庭长，促进人才在一线成

出版中心 8128770

专刊中心 8128771

新媒体中心 8128787

2020 年 5 月 13 日，市中院召开全市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审判执行工作推进会，扎实开展“六清”行动，全力打好扫
黑除恶收官之战。

长。
全面从严管党治院。认真贯彻落实《党委（党组）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出台《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清单》，强化“一岗双责”。开展“以案为戒，严
管队伍”、
“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警示教育，深
刻汲取近年来全国法院系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扎
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系列活动，组织干警观
看警示教育片，市法院主要负责人为全市干警讲授廉政
党课。开展防止干预过问案件“三个规定”专项整治，增
强干警纪法意识。聚焦审判、执行、司法辅助等重点人员
和审判权运行、内部管理等重点环节，强化廉政监督，健
全完善述职述廉、廉政谈话、约谈、走访等制度，用制度管
人、管事、管权。零容忍严惩司法腐败。

广告中心 8128108

遗失声明及公告刊登处 8128778

咸宁新闻网 8128155

强化执行攻坚，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在遵循自愿原
则基础上，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和解，2020 年 7 月 13 日，市
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的原告与被告，相约来到法院，各自拿
出一面锦旗，送到该案审理法官和执行法官手中。

2021 年工作安排
一是着力在坚持党的领导上有新高度。
二是着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有新贡献。
三是着力在服务市域治理上有新作为。
四是着力在深化司法改革上有新突破。
五是着力在干部队伍建设上有新担当。
六是着力在代表委员联络上有新举措。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4223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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