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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传染病防治、
突发事件应对、 未成年人保护等共11项法
规草案今年拟审议。 1月17日， 市十六届
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 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伟向大会报告工作。

五年来， 市人大常委会制定接诉即办
条例、 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 机动车停
车条例、反食品浪费规定等法规37件，提请
代表大会审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5
件，修改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等21件次，打包修改控制吸烟条例、
公园条例、绿化条例等40件次。 同时，听取
和审议 “一府一委两院” 专项工作报告79
件、 计划预算报告25件， 开展执法检查17
项、 专题询问12项、 专题调研3项； 作出
决议决定41件 ； 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197人次， 各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其中， 完善新版北京城市总规贯彻实
施所需的法规、 跟踪监督 “一张蓝图干到
底”， 推动民生领域工作更好适应群众需
求。 围绕新冠病毒疫情防控， 及时作出依
法防控的决定， 汇总公布涉疫法律法规规
定， 实施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专项立法
修法计划并对有关法规开展执法检查， 听
取和审议疫情防控工作报告。

探索 “万名代表下基层” 机制， 四级
代表3.8万人次就生活垃圾管理、 接诉即
办、 城市更新、 节水等法规草案同38.6万
市民座谈交流， 来自一线的 “金点子” 成
为解决问题的 “金钥匙”； 1.3万名三级代
表受邀就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物业管理条
例实施情况在 “身边周边路边” 开展检查
调研， 问题线索通过小程序直达检查组。
引导代表结合议题每月进站联系群众、 带

着问题每季度回家学习充电、 拿着成绩单
每年向选民述职， 让群众找得到人、 说得
上话、 议得成事。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 “全过程人民民主” 将进一
步丰富深化。 报告指出， 今年将深化 “万
名代表下基层” 机制， 将代表之家、 代表
联络站建成制度宣传站 、 民意反馈窗、
群众连心桥， 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 “直通
车” 作用， 规范和改进意见建议收集、 汇
总、 分析工作， 推进代表 “月进站、 季回
家、 年述职” 制度化。

立法方面， 今年将推动提高地方立法
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加强重点领域、 新兴
领域立法， 推动立法决策同改革发展决策
相结合， 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
立法 ， 增强立法系统性 、 整体性 、 协同

性、 时效性。 编制实施五年立法规划， 拟
审议乡村振兴、 建筑绿色发展、 未成年人
保护、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传染病防
治、 突发事件应对等共11项法规草案。

监督方面， 市人大将聚焦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愿。 今年，
拟对“两区”建设“一条例一决定”、中轴线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
例、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开展执法检查。

此外， 就 “十四五” 规划实施、 教育
领域 “双减”、 绿色交通发展、 林下经济
发展、 就业创业保障、 金融审判、 经济犯
罪检察等议题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
适时就统 筹 疫 情 防 控 和 经 济 社会发展
有关工作开展监督。 今年， 还将就绿色交
通发展及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开展专题询问。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1月17日，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雅频在向市
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介
绍， 五年来， 全市检察机关推动刑事、
民事、 行政、 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全面协
调充分发展。

过去五年， 全市检察机关严惩各类
渗透颠覆破坏犯罪34件34人。 发挥检察
机关在扫黑除恶斗争中的职能， 依法起
诉242件、 1116人， 助力巩固党长期执
政根基。

强化检察机关公共利益代表职能，
五年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6526件。 对
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等要求， 立案办理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3304
件， 起诉相关犯罪898人。 发挥检察机
关在反腐败斗争中的职能， 五年共受理
监委移送职务犯罪1749人。 以法治方式
稳企业保就业， 依法起诉破坏市场经济
秩序犯罪15697人， 妥善办理各类侵害
企业产权与合法权益案件， 让法治成为
最好的营商环境。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融入平安北京
建设， 严惩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公
共安全等犯罪， 五年批捕38173人， 起
诉68569人。 起诉杀人、 抢劫、 重伤害
等严重暴力犯罪12506人， 较前五年下
降45%。 起诉盗窃、 诈骗等多发性侵财
犯罪28595人， 侵财型犯罪案件追赃挽
损率由2020年的10.2%提升到2022年的
57.4%。

严惩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 、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
“黑灰产” 犯罪3399人。 统筹疫情防控

和检察 履 职 ， 突 出 打 击 募 捐 诈 骗 、
制假售假等 “借疫生财” 犯罪81件130
人。

加强重点领域民生检察， 惩治诈骗
医保基金犯罪64人 ， 追赃482万余元 ；
深挖 “假官司” 套取住房公积金监督线
索， 追回635万余元； 办理侵害老年人
权益案件4587件 ， 挽损3.4亿余元 。 支
持农民工讨薪、 残疾人维权、 妇女权益
保障等起诉3438件。

集中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 办理以房养老噱头的房产抵押欺诈
案件33件， 涉案房产2400余套、 涉案金
额70余亿元， 推动部分银行实施老年人
贷款录音录像、 成年子女陪同等举措，
促进金融监管机构完善风险防控机制。
落实食品药品安全 “四个最严” 要求，
办理相关案件2468件， 制售有毒有害食
品 、 假药劣药案件较前五年分别下降
32.6%、 86%。

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 严惩校园欺凌、 性侵、 虐待
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864件2139人， 办
理了全国首例对猥亵儿童教职人员宣告
终身禁业案。

通过监督线索集约管理、 重大监督
事项案件化办理， 促进法律监督由虚向
实、 由软向硬转变。 2022年， 侦查、 审
判、 执行等监督办案55494件， 占全年
办案总量的比重由2020年的25.1%上升
至60.9%； 审查逮捕、 审查起诉等司法
办案35615件 ， 比重由74.9%下降至39.
1%。 两类案件比重首次实现逆转 ， 检
察行权的监督属性明显增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1月17日上
午， 在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昉向大会作工作
报告。 五年来， 针对非法集资、 电信诈
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多发态势， 北京法
院依法加大打击力度 ， 审结此类案件
4865件， 为435万名投资人和受害者挽
回经济损失431亿元。

报告亮出过去五年法院工作的成绩
单。 五年来， 北京法院审结案件444.5
万余件 ， 法官人均结案连年居全国首
位。 审结各类刑事案件10.4万余件， 有
力保障各项重大活动安全稳定， 群众安
全感持续提升到99%以上， 创历史最好
水平 。 坚决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 保持对严重暴力犯罪的高压态势，
依法审结杀人 、 抢劫 、 重伤害等案件
12259件。

扫黑除恶方面， 推动扫黑除恶常态
化 ， 审 结 涉 黑 恶 案 件 213件 1034人 ，
“保护伞” 案件29件30人， 坚决贯彻党
中央反腐败斗争决策部署， 依法审结贪
污、 贿赂等案件850件971人。

针对非法集资、 电信诈骗等涉众型
经济犯罪多发态势， 大力开展追赃减损
工作 ， 审结此类案件 4865件 ， 为 435
万名投资人和受害者挽回经济损失431
亿元 。 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养老诈
骗问题， 深入开展打击养老诈骗专项
行动 ， 审结此类案件 65件 514人 ， 为
5900余 名 老 人 追 回 养 老 钱 3200余 万
元 。

优化营商法治环境取得突破性进
展 。 五年审结各类商事纠纷72.6万余

件， 商事案件平均审理期限缩短19.6%。
设立北京破产法庭， 五年来通过破产重
整救活企业46家 ， 引入投资1500多亿
元， 化解债务5500多亿元， 为9万余名
职工稳住就业。

正确实施民法典， 依法审结涉及教
育、 医疗、 住房、 社保、 就业、 婚姻家
庭 等 民 事 案 件 38.6万 余 件 。 统 一 城
乡 人 身损害赔偿标准 ， 历史性消除
城乡居民赔偿差异 。 审结因疫情产生
的房屋租赁 、 劳 动 争 议 等 民 事 案 件
7888件 ， 70%以上通过调解和解妥善
解决。

北京法院坚持司法为民， 维护司法
公正。 全面实现 “基本解决执行难” 目
标， 五年执结案件122.1万余件 ， 执行
到位金额5119亿元， 有财产可供执行案
件法定期限内结案率达到99.1%， 比五
年前提高14.5个百分点。

今年， 北京法院将更好服务新时代
首都发展。 依法严惩各类严重犯罪， 推
进扫黑除恶常态化， 依法防范化解经济
金融风险。 围绕稳增长、 稳就业、 稳物
价 ， 落实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
度， 依法维护合同效力， 依法妥善化解
劳动纠纷 。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
度，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完善涉外案
件集中管辖。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 依
法妥善审理涉 “疏整促”、 副中心建设、
中轴线申遗等案件 。 围绕增进民生福
祉 ， 认真落实 “接诉即答 ” “接单即
办 ”， 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医疗 、 就业 、
教育等民生案件， 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
优质司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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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推动新型疫苗、 新药等科研成
果有效应用” 相关内容。 昌平团
代表刘芳一直对此类问题非常关
注， 在两会上她提出了 “关于进
一步发挥鼻喷新冠疫苗优势， 推
动老年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的建
议。

刘芳来自北京清华长庚医
院 。 她介绍 ， 临床试验结果显
示， 鼻喷疫苗对于奥密克戎株具
有很好的广谱保护效果， 预防住
院及以上严重疾病保护效力为
100%。 对从未接种过任何新冠
疫苗的人， 预防症状较明显发病
的保护效力为67%， 预防症状性

感染的保护效力为55%， 对老年
人群、 慢病人群的保护效力不弱
于健康成年人群。 无疫苗相关严
重不良事件， 安全性极佳。

刘芳介绍， 鉴于鼻喷疫苗有
效性好、 广谱抗变异的特点， 既
可用于未接种任何新冠疫苗人群
的基础免疫， 也可用于既往已接

种过1针、 2针、 3针或更多针次
其它新冠疫苗人群的序贯加强。

但由于该疫苗上市时间较短， 目
前仅纳入了高危人群第二次加强
接种方案， 暂未纳入基础免疫及
首次加强接种方案。

对此， 刘芳建议进一步发挥
鼻喷新冠疫苗的优势作用， 请市
卫健委、 市疾控推进鼻喷疫苗在
北京地区作为试点， 用于老年、
慢病等高危人群的基础免疫， 首
次加强以及疫苗犹豫人群的免
疫， 预期可显著降低我国高危人
群的重症及死亡风险， 并预防再
次感染新冠病毒， 减少病毒的传
播。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彭程/摄

推进鼻喷疫苗试点用于高危人群基础免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