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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为民 保障百姓稳稳的幸福
本报特派记者 詹 文
昨日，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听取审议省
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过
去一年，全省法院、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履职，各项工作取
得新成效。
数据显示：2020 年，全省法院受理各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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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全力护航 营商环境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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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全省法院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依法履行职责，
有力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超越，其中有许多厦门的工
作亮点写入报告。
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过去一年，全省法院着力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发布金融审判
白皮书，创新建立“执破直通”
机制，移送破产审查 163 件，推
动化解执行积案 2233 件，化解
债务近 30 亿元。我省营商环境
“执行合同”
“ 办理破产”评估指
标持续提升。
去年，全省法院加大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一审审结
知识产权案件 1.18 万件。发挥
福州、厦门知识产权法庭龙头
作用，建立跨行业协同、跨区域
协作的全链条保护机制，倾力
守护创新创业创造之花。
服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厦门海事法院建立海事审判与
海事仲裁衔接机制，创新海域
纠纷联动治理模式。加大民生
保障，完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
惩治暴力伤医犯罪，思明法院
滨海法庭等获评全国平安医院
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和个人。
深化诉讼制度和审判机制

改革，在福州、厦门两级法院及
平潭法院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
简分流改革试点，简易程序适
用率 67.17%，平均审理期限 52
天。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一审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
罪案件 239 件，积极配合开展境
外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妥善审
结外逃腐败分子回国受审案件
10 件 10 人。健全防范冤假错
案机制，依法宣告 19 名被告人
无罪。
去年，全省法院践行司法
为民，加强法治保障，持续开展
涉民生民企和根治欠薪专项行
动，执结涉民生民企案件 2.64
万件，到位 16.59 亿元，帮助农
民工兑现工资款 5702 万元。完
善少年司法制度，寓教于审，判
处未成年犯 1175 人，同比下降
3.05%。
今年，全省法院将着力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发展，
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妥
善审理涉民生案件，切实保护
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着力解
决群众在司法领域的“急难愁
盼”问题。

厦门亮点
●厦门市被评为
“执行合同”指标
标杆城市。
●厦门金融司法
协同中心入选
“ 中 国 改 革 2020
年度典型案例”。
●厦门中院运用
“三合一”机制审
结一起假冒商标
案 ，入 选 中 国 法
院 10 大知识产权
案件。
●思明法院滨海
法庭等获评全国
平安医院工作表
现突出集体和个
人。
●厦门市检察院
联合司法行政部
门创设未成年被
害人“零门槛”法
律援助制度。

件 99.95 万件，办结 93.71 万件。全省检察机关
共办理各类案件 16.08 万件，其中审查逮捕案
件 19719 件 29232 人，审查起诉案件 46112 件
65561 人。

省检察院:

“一站式”
办案 保护未成年人
过去一年，全省检察机关
处置、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公
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成效
益诉讼案件 251 件。
明显，一些厦门的工作经验成
守护清新福建，联合有关
效也写入报告中。
部门开展打击危险废物等专项
为了落实对未成年人的特
行动，批捕破坏生态环境资源
殊、优先保护政策，去年全省检
犯罪 377 人，起诉 1709 人，办理
察机关严惩性侵、拐卖、校园欺
生 态 领 域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1382
凌等严重伤害未成年人犯罪， 件。
批捕 1324 人，起诉 2178 人；对
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
涉嫌轻微犯罪并有悔罪表现的
影响社会稳定犯罪，起诉严重
未成年人，依法不批捕 268 人， 暴力犯罪 1734 人，起诉盗窃等
不起诉 426 人。落实最高检“一
多发性侵财犯罪 11095 人。加
号检察建议”，全面推行侵害未
大惩治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利用
成年人强制报告、性侵未成年
网络赌博、泄漏个人信息等犯
人违法犯罪从业禁止等制度。 罪力度，
起诉 8473 人。
在 40 个地方建立性侵未成年被
全省检察机关坚持办好群
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和专门
众关心的身边“小案”，开展校
场所。
园周边食品安全等专项监督，
聚焦“五大领域”开展“公
起诉制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
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等专项
食品等犯罪 135 人。
监 督 ，办 理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339
今年，全省检察机关将主
件、行政公益诉讼 2291 件。厦
动对标“十四五”规划，服务疫
门、龙岩、平潭等地探索启用大
情防控常态化，持续做好服务
数据应用平台、聘请观察员，助 “六稳”
“ 六保”、推进扫黑除恶
力公益诉讼办案。
常态化、平安福建建设、市域社
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去年
会治理现代化、保障民营企业
全省共批捕扰乱医疗秩序、防
发展、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等重
疫秩序、市场秩序等涉疫犯罪
点工作，开展知识产权检察职
315 人，起诉 522 人，办理口罩
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为经济
等防疫物资监管、医疗废弃物
社会发展贡献检察智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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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创新合作动力 搭建对外合作平台

星期二

代表委员热议高标准推进厦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建设

责编：刘惠荔

在厦门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
伙伴关系创新基地，是福建和厦门实现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历史机遇。高
标准推进该基地的建设，不仅写入今年

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也成为省两会上代
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省人大代表建议：

利用厦门优势形成
“金砖智造”
市场新机遇

美编：君 陶

本报福州讯（特派记者 詹文）
“建
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
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厦门的关心和
厚爱，也是厦门和福建面临的历史性重
大机遇。”来自厦门的省人大代表眭国
瑜说，该基地的建设将助力厦门建成自
由港特征的经济特区和国家中心城市
及我国国际交往重镇，推动我省全方位
高质量发展超越。
眭国瑜建议，我省要全力支持厦门
高标准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
关系创新基地，在厦开展面向金砖国家
全方位开放的综合改革试点，以规则制

度的开放激发金砖创新合作动力，搭建
标志性的金砖对外合作平台，建设金砖
新工业产业基金等投融资平台，通过市
场化手段支持项目建设。依托厦漳泉
联动和闽西南协同发展机制，对标国
家、省和厦门市“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支持做好创新基地的
功能规划布局。
“要支持金砖各国政府、商会等在
厦门设立金砖联络办事处、分支机构，
与金砖国家建立友城友港，创建金砖国
家厦门朋友圈。”眭国瑜建议，充分利用
厦门产业积聚优势，形成“金砖智造”市

链接

场新机遇，提升金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
在她看来，厦门产业体系经多年发
展完善，所具有的优势能够契合金砖国
家的需求。
“当前，厦门人均 GDP 已达发达经
济体标准，居于全国城市前列。”眭国瑜
说，在推进创新基地建设的同时，建议
对标国际一流城市的经验，制定提升厦
门国际化和国际影响力的建设规划，大
幅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建设高端智库，
打造多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年度论坛和
展会品牌，
提升厦门软实力。

省政协委员提出：

探索建立金砖国家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
本报讯（记者 张珺）在今年的省两
会上，省政协委员李冬敏建议，要通过
规划引领、创新赋能和融合加速等举
措，从全局和战略高度高标准推进厦门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
地建设。
李冬敏建议，依托我省产业基础和
资源禀赋，在重点项目布局上予以倾
斜，提高该基地的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
动力；支持厦门探索建设具有自由港特
征的经济特区，推动完善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体制，支持厦门金融开放创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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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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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01 版）
习近平强调，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将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
局，
同各国一道，
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
作。同各国分享疫情防控有益经验，向应对
疫情能力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加强疫苗合作，让疫苗真正成为各国
人民用得上、
用得起的公共产品。
——中国将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利用疫情搞
“去全球化”
、搞封闭脱钩，
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国始终支持经济全
球化，坚定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促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顺畅稳定，
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
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发挥超大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世界经济
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多动力。
——中国将继续促进可持续发展。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
确保实现 2030 年前二氧化
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
标。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中国就义
不容辞地做，
并且做好，
用实际行动践行多边
主义。
——中国将继续推进科技创新。加大
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应
该造福全人类，
而不应该成为限制、
遏制其他
国家发展的手段。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
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同各国携手
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
境。
——中国将继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你输我赢、赢者通吃不是中国人的处世
哲学。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
积极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
不断深化
南南合作，
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推
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人
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无论是应对眼下
的危机，
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
人类都需要同
舟共济、
团结合作。实践一再证明，
任何以邻
为壑的做法，
任何单打独斗的思路，
任何孤芳
自赏的傲慢，最终都必然归于失败！让我们
携起手来，让多边主义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
路，
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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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数字、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
术领域合作，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
“ 我们可以借鉴国家赋予
海 南 、深 圳 、浦 东 等 地 的 支 持 鼓 励 政
策，争取在厦门率先开展相关试点示
范。”
李冬敏还表示，该基地的建设要有
全局视野，整合省内相关地市力量共同
参与，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
同和规则衔接，共同提升城市能级和综
合竞争力，打造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样
板、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高地。

本 报 福 州 讯（特 派 记 者
詹文）在今年的省两会上，省
人大代表眭国瑜提出一个令
人 关 注 的 建 议 —— 设 立 全 国
第一所非学历教育的园区产
业大学厦门火炬大学，吸纳全
球尤其是领军企业家等优秀
师资，导入全球高端产业培训
和研究资源，携手金砖和“金
砖+”国家共同培养掌握先进
技术、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创
业型人才和适应新工业革命
需求的新型实用技能型人才，
共赢金色未来。
在她看来，国家级高新区
厦门火炬高新区已是厦门创新
驱动发展的示范区和高质量发
展的先行区，被确定为金砖创
新基地的产业承载区，已形成
企业总数超万家、配套较为完
备的六大主导产业体系和新兴
战略产业链，也是厦门高新技
术产业最重要的集聚地和人才
创新创造高地。

本报讯（记者 吴海奎）昨日，市委
常委黄强带队调研南北向健康步道建
设并召开现场会，研究解决工程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
南北向健康步道北起五缘湾，沿
线经过金山、湖边水库、忠仑公园、东山
水库、上李水库、环岛路等节点，规划总
长约 26 公里，可与东西向步道相互联
通，形成立体、完备的步道系统。黄强
指出，南北向健康步道是今年市委市政
府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各级各部门
要牢记为民发展宗旨，高起点高标准加
快推进步道建设，让市民游客共享城市
发展成果、共赏厦门生态宜居之美。
在金山节点施工现场，黄强指出，
空中自行车道可以实现一道两用，要做
好接驳出入口的衔接，提升路面的舒适
性和沿线景观品质。在湖边水库观景
台和忠仑公园驿站节点，黄强要求设
计、建设单位从方便群众出发，合理布
设配套服务设施，充分体现人性化设计
和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在察看连
心桥广场和文灵宫节点时，黄强强调，
要切实加大步道建设的要素保障力度，
因地制宜做好步道节点与周边环境的
有机融合，
彰显独特的山海景观优势。
南北向健康步道一期去年底已开
工，二期也动工在即。黄强希望各相关
单位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越是难度大
的工程，越要早组织、早施工，争取早日
为市民使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
措施，狠抓施工质量，把山海健康步道
打造成城市的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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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数字经济，在对接国际投资贸易
规则体制上先行突破，推进进一步融入
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和产业价值链体系，
在更高水平上融入新发展格局，为金砖
国家合作创新作贡献，带动全省、辐射
全国。
“厦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
关系创新基地的建设，关键在于创新赋
能，加快优质资源集聚。”李冬敏表示，
厦门要探索建立金砖国家国际化人才
培养项目，加快建设国际高层次人才集
聚区，发挥多区叠加优势，深化与金砖

代表建议设立
厦门火炬大学

加快推进
南北向健康步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