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察院干警协助开展核酸检测

开展 “检企共建”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在卢沟桥乡菜户营村开展法治大讲堂活动

２０20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06 Yweekl

美美丽丽丰丰台台本版编辑：张 瞳
美术编辑：刘红颖 校 对：张 旭

筑牢抗疫检察防线
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方庄市场是辖区最大的 ‘菜篮
子 ’， 也是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 。
要加大从业人员核酸检测和市场环境监
测力度， 一定要做到随调随控、 应检尽
检。” 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
察长李继征说。

疫情发生后， 李继征带领工作组第
一时间进驻方庄市场， 定期检查市场内
海鲜区、 鲜肉区、 果蔬区、 生活超市区
的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辖区人民群众蔬
菜、 水果、 肉类的供应。

疫情防控中， 全院检察干警都投入
到 疫 情 防 控 中 来 ， 着 力 服 务 疫 情 防
控大局。 “刚进驻隔离点的时候我们是
‘007’ 满负荷运转。 境外进京人员晚上
10点左右到达观察点， 采咽拭子、 办理
完入住就零点以后了 。 之后要及时记
录、 反馈信息， 解决观察人员的需求。
一天无休， 一周7天不停歇。 每天沾枕
头就能睡着 ， 但脑子里总想着人员流
转、 转运车辆安排、 社区对接等各种工
作， 两三个小时就醒了。” 丰台区人民
检察院工会副主席王岩军回忆说。 春节
以来， 王岩军和同事们一直奔波在疫情
防控一线上。

“您好， 请您出示出入证， 并配合
测量体温。” “您好， 请您扫码登记。”
这是干警宋阳利在疫情防控中重复最多
的话。 7个月210天， 他始终扎根疫情防
控岗位 ， 走的最多的路是上下楼送物
资； 在登记册上记录最多的是居民的信
息。 那段时间， 宋阳利家中两代三人都
身处抗疫前线。 他的爱人是北京某妇产
医院的护士长， 一直在防控救治一线，
他的岳母是一名社区返聘医生， 每天在
社区值守， 家里15岁的女儿和年仅1岁
的儿子只能由年迈的岳父一人照顾 。
“看好每一道大门， 就是看好国家之门，
在疫情防控岗位上我多做一点， 可能去
我爱人那里的人就会少很多。” 宋阳利
说。

战 “疫” 中， 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干
警以最严实的工作作风强化社会担当，
助力构筑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29名干
警奔赴26个社区， 42名干警支援社区核
酸检测， 9名干警深入7个隔离点。 与此
同时 ， 区人民检察院防疫办案 “两不
误”， 严厉打击涉疫刑事案件， 共办理
涉疫案件40余件 ， 为抗疫筑牢检察防

线， 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推进实现“三效合一”
立足办案融入区域治理

2020年8月25日 ， 来自最高人民检
察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等单
位的工作人员相继走进丰台区人民检察
院报告厅， 他们即将在这里借助 “云”
平台观摩 “谭某等8人假冒 ‘全聚德 ’
品牌烤鸭案” 的庭审实况。

“这是北京首例全链条制产销假冒
商品的案件。 ”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
察部主任刘亮在介绍案情时说，“其产销
链条持续时间2年有余，实际销售的假冒
‘全聚德’烤鸭数量高达5万多只，涉案金
额达上百万元人民币。 ”

据了解， 被告人闵某、 谭某等人为
追逐非法暴利， 在丰台、 大兴等地成立
多个造假黑作坊， 以贴标方式将无牌散
装烤鸭 “改头换面” 冒充 “全聚德” 品
牌烤鸭， 后通过微信等方式将冒牌 “全
聚德” 烤鸭低价销售给导游， 导游再以
高价销售给来京旅游团队。

在该案中， 检察官一方面响应中央
“四个最严” 要求， 夯实证据、 从严打
击 食 品 药 品 犯 罪 ， 确 保 人 民 群 众
“舌尖上的安全”； 另一方面还要审慎确
定打击的范围和层次， 如案件链条末端
涉及多名导游， 是否也把他们列入打击

范围？
“我们反复斟酌、 综合考量了涉案

导游的作用、 销售数额及刑事追诉必要
性等因素， 最终只将打击范围划定到导
游头目，” 检察官邓莉莉及其办案组在
案外也做了很多努力， 她说： “为了维
护老字号商标权益， 使其能够持续传承
和发展， 我们通过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
最高检写了法律适用请示， 建议商标权
利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同时我院
制作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报市检察院审
核后转送给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并
收到了书面回函。”

“今年上半年我院面向政府部门 、
司法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发出检察建议
20余份， 并全部收到回函。” 李继征表
示， “在工作中， 我们充分运用检察建
议监督方式， 保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
秩序， 能够充分体现法律监督工作和社
会经济发展的双赢多赢共赢， 实现政治
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特色普法接地气
“问诊把脉开良方”

“您看， 这是我们近几年投资建设
的一个境外能源工程。” 某科工集团负
责人自豪地为区人民检察院干警介绍着
公司的发展历程与业务产品， “目前我
们的业务已经遍及全国以及东南亚、 欧
美等地， 但随着企业做大做强， 我们越

来越意识到用法律武器防范金融风险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希望以后能和检察机
关有更多合作交流的机会。”

在丰台科技园和丽泽商务区， 像这
样有普法需求的企业不在少数， 因此这
里也时常能看到区人民检察院干警进行
需求调研和普法宣传的身影。 面对当前
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企业 “学法” 需求
的暴增， 区人民检察院的 “送法” 效率
也快速跟进， 近3个月来， 该院已经开
展了5次 “送法进企业” 活动， 在帮助
企业做好合同管理、 投资融资、 项目验
收、 人力资源等风险防控方面提供了专
业的法律建议。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开展 ‘订
单式 ’ 普法 ， 就是以企业需求为出发
点 ， 量身定做普法产品 ， ” 刘亮说 ，
“我们每次送法进企业之前 ， 都会指
定检察官专门负责需求调研， 解企业之
所急， 应企业之所需， 实实在在帮助企
业复工复产。”

近期负责需求调研的第二检察部副
主任何蕾对此深有感触， 她说： “我们
讲课或者座谈之前都要和企业电话沟通
很多次， 把需求和主题敲定好， 保证最
大 效 率 实 现 检 察 产 品 的 供 需 对 接 。
比如， 一些企业提出了如何查阅企业诚
信名单的问题， 一些企业提出了如何进
行内部职务犯罪预防的问题， 针对种种
个性化的需求， 我们会做好充足的资料
准备和案例收集， 做到有问有答， 有问
必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六稳 ”
“六保” 重大决策部署， 连月来， 该院
已经多次赴区金融办和丰台区重点商务
区开展调研， 与中铁电气化局设计研究
院签订 《检企共建协议书》 并积极开展
共建活动； 与北京农商银行、 中国轨道
交通技术装备集团等企业建立普法授课
合作机制； 制定并认真落实 《北京市丰
台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服务保障丽泽金融商务区发展的意见》，
帮助丰台区企业建章立制， 促进企业有
序发展。

“目前还有几个单位正在和我们院
对接。” 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
察长李毅荣全程参与了今年的 “送法进
企业” 活动， 她说： “下一步， 我们将
继续完善与相关单位、 部门的合作联动
机制， 针对企业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期间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进行必要的提
示 ， 尽力把保障企业复工达产做到细
处、 做到实处。”

□史晶瑶 张鑫/文

丰台区人民检察院：

非非常常时时期期，，办办案案有有力力度度更更有有温温度度

今年疫情发生后，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的党员干部在做好防护的同时，立足本职岗位，依法办案，对
防疫期间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严查处、重打击，着力推进 “三效合一”，全面履行司法办案职能，提高
案件办理质效。 检察官们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企业“学法”的迫切需求，着力开展特色普法活动，
主动送法进企业，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目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新形势下，区人民检察院制定《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
能服务保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方案》，聚焦“六稳”“六保”践行检察职能，围绕丰台区重点任务、
区域发展大局，做好服务保障区域发展的忠实“践行者”。

召开工作部署会

进驻方庄市场开展防疫工作 运用北京云法庭系统对一起涉疫情 “假口罩” 案在线公诉党组书记、 检察长李继征 （左五） 带队到丽泽金融商务区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