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建立逐步趋紧勤务运作机制
今年以来全市报警类110警情同比下降19.5%

微博http://weibo.com/shfazhibao

传 递 法 治 力 量

Shanghai Law Journal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上海法治报社出版

上海法治报微信

扫一扫， 或搜微信号

“shfzb34160932”

总第 5833期 2018年 7月 30日 星期一 农历六月十八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0011 邮发代号：3-30 今日十六版 新闻热线：64179999 网站：www.jfdaily.com

巡逻在商业街挥汗如雨，值

守在地铁站内汗流浃背……申

城近日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昨天

更是连续发布第六个高温黄色

预警，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

队执勤哨兵坚守在闹市街区、重

要目标等一线哨位；上海地铁工

作人员顶着蒸笼般的环境奋战

在一线，确保乘客上下车安全。

左图： 武警战士在高温下

执勤， 汗水清晰可见
记者 汪昊 通讯员 赵一达 摄

右图： 上海地铁三号线工

作人员高温天坚持站台值守 ，

汗水浸透衣背

见习记者 王川 申通地铁 供图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上海公安机关近日在

国家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冲刺 100

天， 决胜进博会” 安全保卫工作誓

师大会。 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 目

前， 上海已建立逐步趋紧的勤务运

作机制， 进入临战阶段后， 全市社

会面、 国家会展中心及周边区域将

启动高等级的社会面防控勤务等

级。 在社会面管控上，今年以来，全

市报警类 110警情同比下降 19.5%，

违法犯罪案件接报数同比下降

27.4%， 刑事破案数同比上升 6.1%。

“我光荣地参加进博会安保工

作,保证牢记使命， 不负重托； 忠

诚履职， 敢于担当； 团结拼搏， 无

私奉献； 严守纪律， 令行禁止； 使

命必达， 用我必胜。” 誓师大会上，

洪亮的声音响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会场———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来

自全市各警种、 各公安分局的 2000

余名民警代表参加大会并郑重宣

誓。 副市长、 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龚道安向 12 个安保责任区任

务单位代表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安保突击队” 战旗并讲话。

记者获悉， 上海公安机关全力

以赴推进进口博览会安保工作， 目

前已建立了扎实有效的组织推进机

制和逐步趋紧的勤务运作机制。 进

入临战阶段后， 将根据公安部的统

一部署， 适时启动环沪安保圈工

作， 全市社会面、 国家会展中心及

周边区域启动高等级的社会面防控

勤务等级， 不间断组织开展压力测

试和实战演练。 进入安保实战阶段

后， 除保证正常运转必需外， 全市

公安民警和群防群治力量都将压上

街面、 沉入一线， 上足所有力量，

实施最强措施。

按照“守住边、 稳住面、 保住

点” 的总体思路， 上海公安机关将

逐项落实各项安保工作措施， 推进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省际卡口查控一

体化，在 32 个环沪周界道口对重点

车辆逐车检查；会同苏、浙公安机关

和海事部门，设立 22 个省际水上检

查站， 并在近海进入黄浦江支流处

设置 3 个边防检查站， 对入沪船舶

实施信息核查和动态管控。 同时启

动环沪铁路“安保圈”行动，强化进

沪列车查控和上海 9 座火车站 18

个出入口“到达临检”措施。

在社会治安和城市公共安全方

面， 上海警方将持续重拳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活动。 记者获悉， 今年以

来， 全市报警类 110 警情同比下降

19.5%， 违法犯罪案件接报数同比

下降 27.4%， 刑事破案数同比上升

6.1%。 进入临战阶段后， 还将再组

织开展高频次、 短平快的集中打击

整治、 夜间设卡临检行动， 最大限

度地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进一步净

化社会治安面。

同时， 上海警方还将对全市危

险物品从业单位全面开展安全大检

查， 加强智能无人机管控系统建

设， 对重点区域内“黑飞” 无人机

做到即时发现预警、 即时反制处

置。 并持续深入推进消防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强化本市 392

座轨道站点和江苏昆山境内 3 座轨

交站点的进站安检措施等。

上海公安机关表示， 将全力打

造“圈层防护、 人物干净、 宽松高

效、 有序安全” 的智慧安保模式，

向全世界展示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

的一流形象， 誓夺进博会安保工作

的全胜。

□见习记者 王川 通讯员 高远

本报讯 为进一步确保中国首

届进口博览会的顺利进行， 日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 正式公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若

干意见》 （以下简称 《若干意

见》）。 记者从会上获悉， 针对知产

案件“举证难” 问题， 上海高院正

致力于准确把握证明标准， 减轻权

利人举证负担； 探索证据出示令制

度， 依法制裁举证妨碍行为。

上海高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张

斌表示， 此次 《若干意见》 的制

定， 是为了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主导、 严格保护、 分类施策、

比例协调” 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

策， 完善知识产权审判机制。

此次出台的 《若干意见》 立足

新时代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要

求， 聚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突出

司法保护机制创新， 回应了广大创

新创业主体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

着力为知识产权人提供及时、 有

效、 充分和合理的保护。

针对“举证难” 问题， 《若干

意见》 着力构建有利于侵权事实查

明的证据审查机制， 提出“强化诉

讼证据规则运用， 准确查明案件事

实”，加强诉讼指引，引导当事人充

分举证；丰富取证手段，强化取证的

程序保障；准确把握证明标准， 减

轻权利人举证负担； 探索证据出示

令制度， 依法制裁举证妨碍行为；

完善技术人员参与事实查明机制，

增强技术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针对“赔偿低” 难题， 《若干

意见》 着力构建有利于知识产权价

值实现的损害赔偿机制， 提出“优

化赔偿计算方式适用， 充分体现知

识产权价值”， 合理确定损害赔偿

计算方式， 让权利人得到足额充分

赔偿； 加大侵权惩罚力度， 让侵权

者付出应有代价； 正确运用法定赔

偿， 充分发挥补偿和惩罚的双重功

能； 尊重法律服务市场价值， 让权

利人维权成本得到全面覆盖。

针对“周期长” 问题， 《若干

意见》 着力构建有利于纠纷及时有

效解决的案件裁判机制， 提出要

“健全诉讼机制建设， 不断提升知

产审判质效”， 深化知识产权“三

合一” 审判机制， 加强知识产权综

合保护力度； 依法适用禁令措施，

发挥禁令及时有效的救济功能； 推

进庭审和文书改革， 提高纠纷解决

的及时性； 促进纠纷实质解决， 提

升司法救济的实效性； 加大对拖延

诉讼的制裁， 着力提高诉讼效率。

上海高院发布“加强知产保护若干意见”

探索证据出示令制度，制裁举证妨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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