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4月 1日上午开始，通过远程视频系统
庭审，雨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11个案件
全部审理完毕。其中当庭宣判 8件，量刑建议
全部被法院采纳，这是该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改革，院内推行繁简分流、简案快办改革

的一个缩影。
疫情期间，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优势凸

显，如两天的 11个案件，指派两名检察官，且
70%以上的案件当庭宣判，让正义在疫情期间
也能实现。 黄迎涛 徐雯瑾摄影报道

两天开11个庭 正义在疫情期间不迟到

疫情还未真正结束，春季森林防火正处于
关键期，4月15日，雨山区人民检察院会同有关
部门开展春季防火督查，宣传野生动植物保护
法律知识。

春季森林防火形势严峻，雨山区人民检察
院会同马鞍山市公安局、马鞍山市森林公安
局、当涂县林业局对当涂县国有青山林场进行

了防灭火巡查，检查了值班台账、消防器材设
备演练、森林防火宣传等情况，确保森林防火
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这个我知道，是刺猬。”“这不是兔子吗？
也是保护动物吗？”“这是青蛙，这是蛇，好像有
点不一样。”“原来这个是不能吃的。”⋯⋯游客
拿着雨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干警发放的野生

动植物宣传册仔细查看，争相发问道。
该院干警会同马鞍山市公安局、马鞍山市

森林公安局、当涂县林业局人员前往了安徽大
青山野生动物世界，向经营者了解野生动物种
类、数量等，并就园内野生动物饲养、生活、检
疫等情况进行深入交流，倡导经营者在经营过
程中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积极开展野生动

物保护知识普及工作。
随后，干警在动物世界内面向游客开展法

治宣传，发放野生动植物宣传册，详细介绍了
本市易接触到的几种野生动物种类，增强群众
辨别野生动物的能力，从源头上遏制危害野生
动物安全犯罪。

保护野生动植物刻不容缓，此次普法宣传
旨在提升公众保护意识，是检察机关充分延伸
检察职能，履行社会责任，助力打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

刘妍 张钟元摄影报道

防火督查 普法不停歇

为进一步推进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工作有序开展，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
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利用公益诉讼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4月14日，雨山区人民检察院、区
市场监管局召开两法衔接工作座谈交流会，摸清
现状，查找问题，促进行政机关规范执法。

会上，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就食品药

品领域两法衔接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作了发
言，双方就如何利用刑事司法、公益诉讼等方式
依法依规打击各类恶性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
完善食品药品监管机制，保障民生工程顺利开
展，行业清源打击黑恶势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
流和讨论。该院就关于建立食品药品执法协作
机制提出了意见建议。虞巧慧 徐雯瑾摄影报道

凝聚执法 合力打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

“你好，请问是雨山区人民检察院吗？我
是马鞍山市大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代理的
一起案件在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因
疫情缘故无法前往上海阅卷 ......”

4月 7日，雨山区人民检察院负责律师接
待的工作人员接到一通求助电话，来电人是马
鞍山市大森律师事务所的徐律师。作为上海
市杨浦区检察院一起审查起诉案件的辩护人，
徐律师本想前往上海阅卷，但考虑到疫情尚未
结束，来回奔波面临较大风险，于是便求助该
院希望可以实现异地阅卷。得知此情况后，该
院第一时间与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取得联系，
向其转达了徐律师的阅卷需求，并就电子卷宗
的传输方式、接收送达、律师材料审核等问题
进行沟通。

4月 8日，在收到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通
过检察内网传输的电子卷宗后，该院负责律师
接待的工作人员立即通知徐律师来院阅卷，并
将电子卷宗刻录成光盘。在审核确认徐律师
的阅卷手续后，工作人员将刻录好的光盘交到
了徐律师的手上。徐律师感激地说：“非常感
谢你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异地阅卷不仅为我
们律师节省了去外地阅卷的时间成本和经济
成本，更重要的是为我们避免了风险。你们的
工作效率也很高，仅一天时间就让我拿到了案
件光盘，给你们点赞！”

这是该院首次办理跨省异地阅卷业务，跨
省检察机关联动配合，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
为律师提供“不接触、少接触”服务，助力律师
实现“家门口”异地阅卷，有力地保障了律师及
涉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杨丽摄影报道

疫情期间跨省接力 共化异地阅卷难题

4月7日是马鞍山市高三学生返校日，值此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雨山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考虑到高三学生返校后，校园内师
生员工多、人员密度大、聚集时间长的实际情况，
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
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于4月2日下午联合赴马鞍
山市第四中学开展食品安全检查，进一步督促该
校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师生餐饮安全工作。

食堂入口集中摆放消毒液，食堂内贴有“窗口
排队保持安全距离”、餐桌上贴有引导学生同一方
向就餐标识。同时，深入厨房操作间、储存间，详细
就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年前保存的食物采购存储票
证、台账、食物留样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并督促学
校在今后继续加大在餐饮安全方面的力度。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该院将充分发
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更加重视校园食堂安全，
助力疫情防控，促进学校安全平稳有序开学。

端木婵娟 张钟元摄影报道

履行公益诉讼职能 保障校园食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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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9日，马鞍山市公安局召开全市治安
管理工作会议，部署全市公安机关“枫桥式公
安派出所”创建和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达标
建设工作。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程彰德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2019年度全市治安部门在涉稳
维序、基层基础、社会治理领域、打击整治、治
安管理、服务管理、综合绩效等七个方面交上
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2020年，治安部门面
临涉稳维序压力持续加大、基础工作短板依然
明显、打击整治工作尚待加强、科技信息化水
平有待提升、治安管理任务更加繁重、治安队
伍建设仍要加强等方面问题和形势。会议还
部署了2020年六大项26个小项工作。

程彰德指出，在疫情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经济下行和社会风险较多的背景下，全市治安
系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维护“三安”使
命艰巨繁重。就做好今年治安工作，他要求，

首先要珍惜成绩，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为今
后再创佳绩奠定扎实根基；其次要凝聚共识，
勇挑时代赋予的重担，牢固树立“抓治安”就是

“强基础”的固本强基战略思想，既为基层派出
所输血赋能、松绑减负，更要提升管理、履职到
位；最后要持续发力，保持坚韧不拔的意志，既
要有“久久为功”的定力，也要有“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豪情，重点做好理念创
新、借力发力、整体防范、市域治理、高质量发
展等“五个聚焦”，运用矛盾论和辩证法开展

“打防管控”；要实施全程防控，在治安管理领
域探索一条具有马鞍山特色的市域治理之路；
要做好“科技+”文章，加快构建主动警务、信息
警务、社区警务、现代警务、智慧警务等“五大
体系”。

其间，会议还传达了全省治安管理会议
精神，通报表彰了全市公安派出所先进集体
和个人。

马鞍山市公安局召开治安管理工作会议

铁骑开道引领，警车全程护送，警员列队
敬礼⋯⋯4月 10日上午，安徽当涂援助湖北医
疗队4名医护人员结束了为期两周的隔离休养
后凯旋，于当天返回当涂，该县举办了隆重的
欢迎仪式。当载着援助湖北医疗队的大巴车
驶入当涂城区时，当涂县公安局民警和辅警敬
礼表达对英雄们最崇高的敬意。 卫学超

2020年以来，博望公安分局将 110接处警
作为开局重点，按照“接警快、出警快、处置好”
的标准，努力做到处警流程规范化、视频巡查
可视化、日常督导常态化，全面提升街面见警
率、管事率和快速反应能力，有效增强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率。

紧盯“流程规范”，打好“主动战”。各派出
所、巡警大队认真落实市局各项接处警规定，
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要求，遵循“谁接受、
谁负责”原则，做到“接警必录入、处警必反馈、
有案必流转、有案必查办”，有效解决执法实践
中接报推诿和管辖争议等执法难题。分局指
挥中心根据《110接处警工作规范》的要求，对
接警、调度、出警、处警、装备、着装等环节明确

了职责界定和操作要求，使 110接处警工作更
加规范有序。分局督查办针对110接处警工作
易引发群众信访的突出执法问题，规定了处置
程序、文明用语、工作要求，端正对人民群众的
服务态度，切实解决接处警过程中的冷、横、
硬、推等问题。

紧盯“视频巡控”，打好“整体战”。分局指
挥中心依托巡控对讲机、视频监控等科技手
段，有效辅助接处警工作，通过现场获得的最新
信息，使指挥调度更加动态、处警反馈更加便捷、
警情研判更加实时，实现科学布警，点对点指挥，
减少中间环节，增强快速反应、快速出警能力。
同时，各派出所、巡警大队建立了视频巡逻、警车
巡逻、步行巡逻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明确勤务运

行时间和运行模式，有效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
率，筑牢社会面巡逻防控网。

紧盯“日常督导”，打好“持久战”。分局指
挥中心和督查办“以访为镜”，采取群众回访与
自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每周对 110接处警单
位进行一次督导检查，对出警速度、着装规范、
处置程序、情况反馈等方面进行现场检查，随
时通报、督促整改。对因态度恶劣，处警不当
等问题引起的投诉，严格调查，经查属实的，对
相关人员进行通报批评，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在技术支持方面，分局警保部门通过对各出警
单位车辆、单警装备、执法记录仪、对讲机、GPS
定位系统等进行不定期检查，全面保障 110接
处警工作。 孙葵 吴蒋萍

4月7日，含山县公安局花山派出所成功抓
获因涉嫌故意伤害被芜湖警方网上追逃的嫌
疑人贾某。

当日下午 3时许，花山派出所接到一条线
索，网上在逃人员贾某可能从芜湖潜逃至含山
其亲戚家中。获知这一线索后，民警立即展开
部署，准备伺机实施抓捕。在到达贾某的住处
后，经走访，民警发现其并不在家中，为了不打
草惊蛇，民警便在附近蹲守。约一个小时后，

蹲守的便衣民警仍未发现其踪迹。“难道他知
道我们来了，又跑了？”民警满怀疑问。随即，
民警对贾某住处附近的视频监控进行反复回
放分析，认为贾某并未离开含山县。因此，民
警继续安排警力进行蹲点守候。

当日下午 4时许，蹲守民警发现一名身着
黑白相间上衣的男子走了过来，经确认该男子
正是贾某本人，当民警从周围围绕过来时，贾
某似有发觉，准备四处逃窜，民警瞅准时机飞

扑而上将贾某扑倒在地，将其当场控制。
经审讯，嫌疑人贾某对其 2019年 3月在芜

湖与一陌生男子发生纠纷，一番争吵之下，贾
某回身从其所驾驶轿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一根
棒子殴打该男子致该男子受伤，贾某于当晚潜
逃。2019年3月中旬贾某因涉嫌故意伤害被芜
湖警方网上追逃。

目前，嫌疑人贾某已被移交芜湖警方作进
一步处理。 冯善军 黄政

4月 8日，位于和县历阳镇城南中学附近
的蔬菜大棚突然着火，接到报警的和县公安局
历阳派出所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在现场村民的
帮助下，及时将大火扑灭。

当日16时许，历阳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110
指令称：城南中学旁边的几亩蔬菜大棚着火。几

名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由于天气干燥又
起风，火势已迅速蔓延，现场浓烟四起，火势已呈
猛烈燃烧趋势。而不远处就是村庄，如果火势得
不到及时控制，将会危及到附近村民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后果不堪设想。民警们一边通知消防队
赶到现场，一边迅速扛起铁锹、拿着灭火器等工

具冲进火场。经过民警、消防半个小时的共同努
力，现场火势终于被完全扑灭。

民警提示：春季气温升高，风向和风力多
变，天干物燥，是诱发火灾的重要因素，且一旦
发生火灾容易扩散蔓延，造成较大损失。广大
群众要注意春季防火，远离火灾的威胁。 潘超

近日，马鞍山市公安局楚江分局天门派
出所辖区企业在复工复产第一天就将一面写
有“秉公执法 破案神速”的锦旗送到了天门
派出所。

2020年1月16日，天门派出所接到辖区企
业报案称，厂区某项目部一台价值6000余元的
笔记本电脑被盗，因为是公司项目部专用的电
脑，电脑内保存有公司近年来的所有财务资

料、设计图纸、施工工程资料等一系列涉及公
司商业机密的材料，对公司极其重要。民警接
警后立即对现场经行查勘，调取了项目部大楼
及周边监控，并通过组织警力走访调查，锁定
了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成功抓获，顺利将被盗
的笔记本电脑追回，返还给失主。经企业确
认，电脑内资料完好无损，没有泄露，避免了企
业的经济损失。

企业项目部负责人亲自将一面锦旗送到
天门派出所，感谢天门派出所快速破案，并对
民警在办案过程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快
速破案的行为表示由衷赞叹。派出所办案民
警表示将继续始终如一把服务辖区单位作为
第一要务，同时结合案件侦破经验，提醒企业
提高防盗意识，增强安全防范措施，避免类似
案件的发生。 朱芹、陈煜

4 月 12 日，在马鞍山市和县城南路
段，一辆货车严重超长超高，如此“庞然大
物”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交警发现后，赶紧
上前拦截纠正，及时排除一颗危险的“定
时炸弹”。 秦祖泉

4月 14日下午，马鞍山经开区一建筑工地
报警称，一台挖掘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自重
过大，导致下面垫路的钢板翘起，正在路边作
业的两名工人躲闪不及被砸伤。

经开分局银塘派出所民警立刻赶到现
场，两名工人分别被砸到腿部和左臂，疼痛难

忍动弹不得。民警即刻和急救中心进行联
系，并紧急划定安全区域，召集其他工友将
伤者放平，以防止工人骨折加剧，同时不断
用语言安抚伤者的情绪，并指挥工地迅速让
出营救通道，便于救护车的进出。在救护人
员到达后，民警又协助将伤者抬上车，并一直

尾随至医院，在确保两名伤者都无生命危险
后方才离开。

针对工地因路面泥泞不堪而采用钢板垫
路的安全隐患，民警下达隐患通知书并要求工
地施工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将对工人治疗的医
药费垫付情况和整改情况及时督促。 林盈

当涂：敬礼！
欢迎英雄回家

博望警方推动110接处警升级转型

网逃男子心存侥幸来含藏匿 民警循迹追踪一举抓获

蔬菜大棚突然起火 民警及时扑救

被盗财物被追回 送面锦旗表心意

挖掘机轧钢板砸伤两工人 民警全力救助已脱险

和县路段惊现“庞然大物”
交警及时拦截纠正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宁马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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