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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昨天上午 ， 为期

11 天的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消

防员运动会 （下简称 “世警会”）

闭幕。 世警会素有 “警察消防员

奥运会” 之称， 自 1985 年第一

届以来， 首次在亚洲城市举办，

79 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的

8000 余名警察和消防员分别在

56 个项目比赛中展开角逐 。 记

者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获悉，

此次运动会上海法院法警共斩获

2 金 3 银 1 铜。

其中 ， 一枚女子 “铁人三

项” 金牌尤其令人瞩目， 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 90 后女法

警陆清宇在女子 “铁人三项 ”

（公开水域游泳、 自行车、 跑步）

比赛中表现出色， 代表中国警察

队夺得 18+重量组金牌。

27 岁的陆清宇平时热爱运

动， 赛前已有两年的跑步锻炼，

在 2018 年上海全市法院运动会

上 ， 陆清宇荣获女子 100 米短

跑、 800 米中长跑、 立定跳远三

个比赛项目金牌 ， 但 “铁人三

项” 运动她才刚接触。 “铁人三

项” 中， 游泳是陆清宇的短板，

为了更好地备赛 ， 从 6 月底开

始， 陆清宇抓紧下班的时间， 分

分秒秒进行针对性训练， 每逢周

末 ， 更是四点半就起床开始晨

练 。 8 月 17 日， 在经过一个多

月的集训后 ， 陆清宇以 1 小时

26 分的成绩夺得女子 “铁人三

项 （18+重量组）” 冠军。

“我是一名法警， 法院里的

审判、 执行、 安全保卫离不开法警

的参与， 今天我拿到了金牌， 是因

为有大家在支持鼓励我， 回去以后

我还要继续加油， 司法警察既要懂

‘法’ 又要懂 ‘警’， 这样才能适应

法院的需要。” 赛后， 陆清宇对法

警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

8 月 13 日， 在空手道和男子

卧推四个项目的角逐中， 上海法院

3 位法警勇夺 1 金 2 银 1 铜 。 其

中，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法警江

豪骏一人包揽 1 金 1 银， 斩获 “空

手道茶色组实战男子 75-80kg 级

（18-30 岁）” 金牌和 “空手道茶色

组男子套路 （18-35 岁）” 银牌。

回想领奖时举着五星红旗的时

刻，90后小伙子江豪骏既激动又害

羞：“希望我的这份爱好能帮我更好

地为法院和法官安全做好保障。 ”

此外，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法警薛巍获得 “男子 105kg 级卧

推” 银牌，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法警徐以俊获得 “男子 83kg 级

卧推” 铜牌。

据悉， 目前上海法院现有在编

司法警察 857 人 ， 平均年龄 39.5

岁。 近年来上海高院院党组提出要

“能力强警， 形象塑警”， 全市法院

司法警察部门按照这一要求， 坚持

规划引领， 强化顶层设计， 重视实

战能力培养， 着力提升司法警察专

业技能、 处突能力以及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 解决问题

的能力。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第三分院与上海海关缉私局警

务督察处开展执法督察， 致力于让

督察联动成为规范司法行为的有效

路径。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捕诉一体办案机制的推进落实、 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的不断扩

大， 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也随之扩

大。 据了解， 今年上半年， 市检三

分院办案量上升 52.9%? 在刑事案

件中， 走私类占 75.7%? 作不起诉

处理的案件中走私类占 85.7%? 经

羁押必要性审查后改变强制措施的

同比上升 50%， 均为走私类案件。

市检三分院检务督察部为规范司

法行为、 防控廉政风险， 与上海海关

缉私局警务督察处开展执法督察联动

交流， 明确规范了打击走私犯罪办案

活动执法督察的联动办法， 邀请警务

督察处人员列席走私类案件不捕、 不

诉、 捕后改变强制措施的公开审查活

动? 及时将办案一线掌握的 “两法”

衔接中存在的问题通报给警务督察

处? 对执法过程中发现对方干警存在

的作风纪律问题及时沟通反馈。

下一步， 检务督察部将把强化执

法督察覆盖到食药、 环资、 涉铁、 公

益诉讼、 民行监督、 金融、 知产、 自

侦等所有案件管辖范围。

上半年超八成走私类刑案不起诉处理
检察机关与海关联动 开展执法督察联动交流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

院召开企业大调研座谈会 ， 邀请

10 家企业相关负责人走进法院座

谈交流， 推进辖区营商环境建设。

座谈会上， 各企业反映了经营

中面临的税收政策、 “职业打假”、

企业用工、 海关通关以及法治宣传

等问题和需求。 相关街镇和功能区

负责人表示， 企业不但反映了经营

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也展示了较高

的社会责任感 ， 相关部门将加强沟

通， 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有针对

性地解决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问题。

徐汇法院表示， 将继续坚持公正

司法， 把好矛盾纠纷化解的最后一道

关， 同时深入社区园区开展法治宣

讲， 帮助企业提高规范经营和防范纠

纷能力， 也希望相关街镇、 功能区公

司与企业保持常态化的沟通， 做好服

务企业的 “店小二”。

陆清宇在 “铁人三项” 夺冠后与自行车合影

搭建对话平台 倾听营商心声
徐汇法院甘当服务企业 “店小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