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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接受相声表演艺术家师胜杰先生的

委托并指派孙迎超律师发表律师声明如下：

近1年来， 市面上一些不法的药商、 药品经销商利用广大

人民群众对师胜杰先生的钟爱之心， 在未经过师胜杰先生的

许可下， 盗用师胜杰先生的肖像、 视频资料用于药品宣传，

故意弄虚作假， 欺骗患者和消费者。 上述违法行为严重损害

了师胜杰先生的合法权益， 欺骗了患者和消费者并损害了患

者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

师胜杰先生特别提请广大患者和消费者注意， 师胜杰先

生近2年来未授权任何药商、 药品经销商使用自己的肖像用于

宣传， 也未签订过任何药品的代言合同。 凡是使用师胜杰先

生的肖像和视频资料用于药品宣传的， 均是未经授权的、 虚

假的广告宣传， 请广大患者和消费者鉴别， 并可以直接向市

场监督管理局等执法部门举报。

本律师将依据师胜杰先生的委托对上述侵权行为依法予

以追究。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孙迎超 律师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相声表演艺术家师胜杰先生
授权律师声明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上海连日来的“炙烤模式”，

给坚守在一线的环卫工人带来严峻考验。 记

者昨天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 为保障高温时

段市容环境卫生保洁工作有序开展， 市绿化

市容管理部门实行人性化管理，11：00 至 14:

00 采取避高温错时工作制，切实保障环卫一

线高温作业安全。 与此同时，全市超过 1000

个“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也在为包括环卫工

人在内的户外工作者们提供避暑港湾。

在位于昌平路上的静安区职工服务中心

进门右侧的位置， 有一个不到 5平方米的区

域， 里间有两排长椅， 硕大的显示屏上，

“静安区总工会户外职工驿站” 几个大字清

晰可见。

这里是全市首家户外职工驿站。 记者在

现场看到，座椅旁边的书报架上，摆放有各类

报纸杂志供户外工作者阅读， 而放置在角落

位置的冰箱内则放满了矿泉水， 旁边还有可

以提供热水的饮水机以及加热饭菜的微波炉

和急救药箱等设备。

“我们做环卫的每天风吹日晒很辛苦，

以前很难找到一个清凉的休息处， 现在有这

么一个可以歇歇脚、 纳纳凉的地方， 带饭的

可以到这儿来加热， 累了进来休息休息， 真

的很不错。” 环卫工邱阿姨对“爱心接力站”

带来的城市“温度” 深有感触。

记者获悉， 像这样的户外接力站目前在

全市共有千余个。 作为今年市政府新增加的

一个实事项目， “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 由

上海市总工会和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共同牵

头， 会同各级政府、 各级工会及各个单位共

同实施。 这些爱心接力站覆盖公交站点、 加

油站、 银行、 便利店等， 面向环卫工、 快递

员、 送餐员、 协管员、 出租车司机、 物流驾

驶员等全体户外职工， 重点解决户外职工工

作时的饮水供给、 避暑取暖等实际问题。

市绿化市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保障

高温时段市容环境卫生保洁工作有序开展，

市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实行人性化管理。 为减

轻人工作业强度， 全市加强机械作业频率，

即普扫完成后， 利用电动作业机具等设备，

采取巡回保洁方式快速处理污染、 杂物以降

低劳动强度。 “同时， 根据高温预警情况，

结合实际工作任务， 11： 00 至 14:00 采取避

高温错时工作制， 不安排环卫工人高温作

业， 防止环卫工人中暑现象发生。”

近期， 各区作业公司还专门为一线环卫

工人发放了防暑降温药(物)?， 准备了绿豆

汤、 茶水等解暑饮?。 其中， 黄浦区有作业

公司对职工休息场所进行了自查， 严格执行

上下班报道制度， 加强对环卫工人身体情况

关注； 静安区精心为一线工人调配了夏季饮

食， 确保营养充足的同时力求饭菜可口不

腻； 另外还有作业公司开展了安全讲座、 防

暑自救演习等， 增强一线环卫工人防暑降温

及自我防范意识， 提高自救能力。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仲偲璟

本报讯 这是一起“重口味” 的腾退案

件， 起因来源于一座臭气熏天的“牛粪山”。

被执行人为了此堆牛粪山从拖延执行到嚣张

抗法阻碍执行， 在烈日骄阳下上演了拖家带

口“群攻” 执行法官的激烈桥段。 在奉贤区

人民法院执行法官与公安干警联手攻坚下，

24小时内移除了堆积两年的牛粪。

2013 年 1 月， 卞某与奉贤区海湾镇某

奶牛场就牛粪的交接、 运输、 处置、 设施建

设事宜签订了 《牛粪处理合同》。 但好景不

长， 奶牛场牛粪的产量很大， 而牛粪的销售

却日渐缓慢， 牛粪越积越多。

随意堆放的牛粪， 无任何防护措施， 无

围堰无防雨棚。 粪水与干粪未经分离， 遇到

雨天， 雨水和牛粪水混在一起。 混流的雨污

水未经处理就排入公路雨水沟。 2016 年 10

月， 政府要求将奶牛场的场地征用还垦。

在奶牛场场主与卞某协商未果的情况

下， 一纸诉状将卞某告上法庭， 请求法院判

令被告卞某立即将牛粪及牛粪加工处理设备

清运、 搬离奶牛场场地。 奉贤法院于 2016

年 12月 22日公开审理了此案， 法院判决支

持了奶牛场场主的诉请。

但直到 2018 年 6 月末， 当地政府要求

奶牛场的还耕已到最后截止期限， 卞某却拒

接电话， 无视传唤， 从“虚心接受、 屡教不

改”， 到如今变本加厉玩起了失踪。

7月16日，执行法官与公安干警一行十余

人一同前往位于奉贤区海湾镇的奶牛场。 没

想到，卞某为了抗拒法院执法，把用来运输牛

粪的卡车， 横腰拦截在运出牛粪的必经之路

上。卞某妻子与两个女儿则各抱一个孩子，一

家人用妇女儿童当作“挡箭牌”意图抗法。 顾

法官当场宣布， 卞某由于拒不履行法律生效

的义务，决定对其处15日司法拘留。卞某妻子

对公安民警暴力相加， 也被顾法官以妨碍公

务行为，决定对卞某妻子处15日司法拘留。

在公安干警和执行法官的联手配合下，

奶牛场的牛粪终于被清理工作组的人员清理

干净， 当地政府也将奶牛厂按时还耕。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施坚轩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获悉，2014年至2018年一季度， 上海各级检察

机关共制发检察建议3128件。 近日，市检察院

出台了《上海市检察机关关于开展检察建议公

开宣告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负

面清单形式明确了检察建议公开宣告的范围，

检察建议送达以公开宣告为原则，不公开宣告

为例外。宣告除检察机关、被建议单位两方外，

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第三方代表全程参

与，实行宣告场所化、仪式化、公开化。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结合办案， 建议有

关单位完善制度， 加强内部制约、 监督， 正

确实施法律法规， 完善社会管理、 服务， 预

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 是检察

机关开展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

据介绍， 近年来， 本市检察机关建立了

检察建议拟制、 审核、 统一归口管理、 报备、

专报等制度。 2014 年至 2018 年一季度， 本

市各级检察机关共制发检察建议 3128 件。 其

中， 共制发规范监管类、 侦查活动类、 审判

活动类检察建议共 1702件， 制发公益诉讼及

督促起诉类检察建议等 35件。

市检察院表示， 在实践中， 制发检察建

议也存在着监督刚性不足、 文书质量有待提

高、 规范性有待加强等问题。 试点实践证明，

检察建议公开宣告增强了检察建议实效、 强

化了法律监督权威， 可以更好地以公开促公

正、 以社会监督促公正， 实现监督者与被监

督者双赢多赢共赢。

《规定》 以负面清单方式， 明确了检察

建议公开宣告的范围， 检察建议送达以公开

宣告为原则， 不公开宣告为例外， 对涉及国

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情况的检察

建议， 可以不公开宣告。

《规定》 要求， 检察建议由承办检察官

公开宣告， 重大检察建议由检察长或检察委

员会专职委员公开宣告。 公开宣告时邀请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 媒体代表、 相关单位或

人员等第三方参加。 宣告可在检察机关检察

建议宣告室等司法办案场所进行， 也可以到

被建议单位上门宣告， 或到双方商定的工业

园区、 街道办事处、 学校等第三方场所宣传，

以更好地达到法制宣传的效果。 检察机关对

公开宣告活动将全程记录， 并统一归档备查。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记者从虹口公安分局官方微博

获悉，7月28日中超联赛赛前， 有近200名无票

客队球迷在虹口足球场外的3号通道梯下聚集

滞留，存在安全隐患。执勤民警现场劝说、引导

这些无票人员进入指定观球点观看比赛现场

直播，却有少数人推搡、辱骂并阻碍现场民警

依法执行公务， 警方将其中3名挑头滋事人员

控制带离并依法惩处，现场秩序恢复正常。

从牛粪如山，到绿水青山
法院公安高温下联手24小时，攻克“牛粪腾退案”

检察建议送达以公开宣告为原则
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情况的可以不公开宣告

警方通报无票国安球迷滞留虹口足球场外情况

3人阻碍执法被带走

荩荩荩高温下的坚守荨荨荨

高温天，沪环卫工人实行错时作业
千余个爱心接力站充当“避暑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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