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主题为“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的首届“至

正·法治论坛”日前在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举行。 上海二中院是全国首

批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和

上海司法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法院。

在论坛主旨发言环节， 上海二中

院党组书记、 院长郭伟清介绍， 2018

年以来， 在深入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改革的新征程中， 上海二中院从改

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和协同性出发，

坚持遵循司法规律， 推出了以打造新

型审判团队、 再造新型办案模式、 锻

造新型管理方式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

革 3.0版， 且取得初步成效。

本次论坛由上海司法智库学会、

上海市法学会、 复旦大学法学院和上

海二中院共同主办。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王勇

本报讯 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前

时常会“扎堆”， 由此引发了停车

难、 等候时间长的问题， 司机交个

罚款可能要用掉大半天的时间。 为

了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满意度，

记者从金山区公安分局获悉， 近日

该局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 有效缓

解了窗口“扎堆” 问题。

据介绍， 针对前来窗口处理违

法市民人数增加的情况， 金山交警

支队事故处理窗口延长了工作时

间， 将原来的工作时间延长为上午

8 时至晚上 7 时； 并安排民警双休

日值班， 便于平时上班的市民周末

前来处理。 同时， 抽调工作经验丰

富的民警增援窗口， 在原先 8 个交

通违法处理窗口基础上， 增开 2 个

窗口， 提升每日接待量。

另外， 针对市民反映的前来处

理时排队时间长、 停车难问题， 金

山交警部门又增派 10 余名辅警力

量， 加强窗口秩序维护； 在大厅外

增设 12 处遮阳防雨棚， 提供饮用

水等； 增设 40 余个临时停车位，

落实专人负责， 确保窗口业务办理

井然有序， 周边道路保持畅通， 切

实提升办事群众感受。

此外， 窗口交警在工作中发

现， 许多市民的违法其实可以通过

手机 APP 进行处理， 根本不需要

到现场排队处理。 根据这种情况，

公安部门通过“金山老交警” 等官

方微博微信平台， 详细介绍“上海

交警”、 “12123” APP线上处理违

法方法及适用情况， 引导线上处理

交通违法。 目前， 已累计帮助群众

利用手机 APP 处理违法 6100 余

起。

为进一步满足市民交通违法处

理需求， 金山公安分局以交通属地

化管理为契机， 自 2019 年 9 月 25

日起， 金山区各公安派出所的综合

窗口几乎均可处理非现场执法的交

通违法行为 （受理违法记分 12 分

以下的交通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

各派出所日均合计处理交通违法逾

800 起， 切实缓解了交警交通违法

处理窗口工作压力。

金山的各道口检查站也增加了

“特色” 服务， 交警支队将所属的

7 个道口检查站作为交通违法审理

处理点， 及时开通了相关权限， 落

实硬件设施配置和人员培训等工

作。 9 月至今， 各道口检查站合计

日均处理违法 150余起。

据悉，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

金山区有效缩减了群众排队等候时

间， 大大方便了群众。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2019 年是中国律

师制度恢复重建 40 周年， 也是

法律行业自内而外变革骤然加速

的一年。 为了促进世界各法域合

作与交流， 研究和探讨全球法律

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日前， 智

合论坛 2019“超越法律” 新闻

发布会在沪举办。

作为智合论坛 2019“超越

法律” 的前期预热， 本次新闻发

布会邀请了北京大学法学院、 上

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数十家

中国一线律所及科技公司代表，

围绕领先律所的致胜战略、 区域

律所的破局突围、 门口巨人的正

面交锋、 法律科技的行业赋能等

议题， 共商法律服务行业的当下

与未来。

智合创始人、 CEO 洪祖运

表示， 法律行业正在面临来自法

外因素的影响与冲击， 作为法律

行业持续的观察者， 洪祖运分享

了目前“超越法律” 的 4 层涵

义： 第一， 思维的超越； 第二，

自身的超越； 第三， 组织的超

越； 第四， 视角的超越。 这四个

“超越” 共同构成了智合论坛

2019 的主题———“超越法律”，

本届智合论坛将是一次探讨主题

更广、 视角更宏观的跨界、 跨国

盛会。 本届论坛将于 11 月 18 日

在上海中心举行， 预计将有逾千

名中外各界嘉宾参会。

据悉， 智合论坛发端于2017

年。 2019年，智合论坛将聚焦“法

律+国际”“法律+科技”“法律+商

业”“法律+未来”，用“超越法律”

的视角拓宽法律人的边界。

□通讯员 尹海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期， 上海铁路公

安处昆山站派出所围绕“119 消防

宣传月” 活动， 加强消防安全教

育， 提高民警、 车站职工消防处

置能力和消防安全意识， 增强自防

自救能力， 11 月以来分别在管内

昆山站、 昆山南站、 阳澄湖站、 唯

亭站等站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演练

活动。

其间， 由专职消防民警向民

警、 铁路职工传授火场逃生知识、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和防火灭火的基

本常识， 随后开展了灭火器实践操

作、 抛收消防水带等科目演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李丹

在申城 500余公里长的海岸线

上， 有一支训练有素、 执法公正、

为民服务的队伍， 犹如一道屏障，

守卫着 1.27 万平方公里的申城海

域。 他们夜以继日、 风雨兼程、 无

怨无悔为了辖区海域的安全稳定默

默挥洒汗水和青春。 他们就是上海

海警局。

5 月 12 日夜晚 11 时， 正在海

上巡逻的上海海警舰艇发现一艘皖

籍内河船， 严重偏离航道， 行迹十

分可疑。 舰艇指挥员当机立断， 指

挥舰艇全速追赶可疑船只， 并拉响

警笛对其喊话： “我们是中国海

警， 我们是中国海警， 前方货船请

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经过一阵喊话警告后， 嫌疑船

只加速逃窜， 没有停船接受检查的

迹象。 指挥员立即组织成立跳帮小

组准备跳帮。

夜晚海上风浪大， 两艘船都在

行驶中， 稍有不慎就会落水， 如果

此时两条船相互碰撞一下， 就会造

成人员伤亡。 嫌疑船只十分不配

合， 不断变动船速， 加大了执法难

度。 跳帮小组穿好救生衣， 带好警

械， 找准时机， 一跃而起， 成功登

临嫌疑船只检查。

果不其然， 执法人员发现， 货

舱里装满编织袋， 袋子里有疑似白

糖的货物。 经查， 共有近 400 吨涉

案货物， 均未办理出入境检验检疫

手续， 案值约 400万元。

指挥员说， “跳帮” 的时机十

分重要， 一定要找准一个平衡点，

在平衡的瞬间跳过去。 否则风速、

水流速度等等因素都会使 2 条船分

离， 错过时机就没有机会了。

像这样危险的登临检查过程在

海警执法人员眼里是家常便饭， 经

常会发生。 正是这样一支本着“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赤子之心， 有

着过硬训练素质和敏锐洞察力的英

勇队伍， 让申城海域的走私分子闻

风丧胆。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为积极推进“长江大

保护” 工作， 加强上海九段沙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建设， 昨

天， 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首个“生态警务室” 正式挂牌成

立。 这是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

在辖区设立的第 13 个警务室。 当

天，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还与

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署共同

签订了联勤联动联建协议。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 上海九段

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

和东海交汇处， 是长江口地区唯一

基本保持原生态的河口湿地， 是自

然生态保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优良的自然条件， 各种鱼类、

鸟类资源丰富。 近年来， 一些人为

攫取利益， 长期在保护区内从事非

法捕捞、 狩猎等违法犯罪行为。 保

护区管理署虽然不断加大监管力

度， 但因保护区面积大、 无刑事执

法权等问题， 在管理上面临着不小

压力。

针对这一情况， 长江航运公安

局上海分局主动配合九段沙湿地自

然保护区管理署， 将打击、 防范保

护区内非法捕捞、 非法狩猎等生态

违法犯罪作为维护长江生态环境的

重点工作之一， 先后开展多次联合

执法行动， 对生态违法犯罪实施精

准打击。 此次在保护区内设立长江

上海段首个“生态警务室”， 是切

实强化长江干线水域生态环境管

理， 深化联勤联动联建执法工作机

制， 推动警力下沉、 警力前移的另

一项重要举措。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

海分局将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发挥

公安职能， 加大环境类违法犯罪行

为的整治力度， 为长江上海段水域

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法治综合A5 2019 年 11 月 13 日 星期三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陆如燕 见习编辑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伴随着切割机的轰鸣

声， G15 沈海高速朱桥省界收费站

顶棚拆除施工正式启动。 昨天， 记

者从市交通委、 市道路运输局获

悉， 目前，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取

消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收费站拆除

进入全面冲刺阶段。

据悉， 与江苏、 浙江交界的 9

处收费站中， S32 沪浙、 G50 沪苏

2 座站点已于 10 月率先启动拆除，

目前， G50 沪苏站已完成拆除； 11

日晚， G15 朱桥、 G15 沪浙、 S36

亭枫、 G40 沪苏 4 座站点同步开始

施工， G2 安亭站已于昨晚开工，

其余站点施工也将于近期陆续启

动。

记者在 G15朱桥站施工现场看

到， 脚手架下部搭设在 12 个收费

岛上， 收费岛间的通道保留， 拆除

施工在搭设的脚手架上实施， 收费

站车辆可以在脚手架下正常通行，

降低了顶棚拆除施工对车辆通行的

影响。

据介绍， 收费站拆除工程包括

收费站顶棚、 收费亭、 收费岛及机

电等设施拆除， 道路正线取直改造

等工作。 其中， 道路正线取直改造

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G15 朱桥收费

站拆除后， 原先道口十多条收费车

道的“喇叭口” 形态将不复存在，

新建车道与主线完全拉直， 为双向

6车道， 确保车辆快速通过。

施工方表示， 施工方案经过了

多次优化， 后期的道路取直改造因

涉及到路面施工， 将分 2 个阶段进

行， 先拆除 3 条收费车道， 然后再

拆除另外 3 条收费车道， 剩余收费

车道将继续收费。 施工期间同时设

置移动式收费亭， 增加收费口的通

行能力， 把施工期间对交通通行的

影响降到最低。

记者了解到， 沈海高速嘉浏段

新建成了 8 套 ETC 门架， 目前系

统设备均已安装完成。 待联调联试

后， 新建的 ETC 门架系统自动感

应计费将代替传统的道闸收费， 收

费正式升级为自动模式。

据统计， 朱桥收费站的日均车

流量在9.6万辆左右，节假日日均车

流高峰期间超过了12万辆， 是上海

车流量最大的收费站之一， 收费站

前常常大排长龙。 各地省界收费站

拆除后，车辆从上海出发，一路开向

江苏、浙江，高速公路的“堵点”少

了，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市道路运输局表示， 目前上海

市 9 个省界收费站的拆除工作进入

全面冲刺阶段， 预计 12 月 20 日前

完工。 与此同时， ETC门架系统建

设、 ETC车道改造、 入口称重检测

设施建设已于 10 月底前完成， 目

前正在联调联试， 确保明年起正式

运行。

本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设施施工下月收官

4站同步动工 拆站按下“快进键”

联勤联动打击环境类违法犯罪行为

长江上海段首个“生态警务室”揭牌

上海海警局:一道申城海域的安全屏障

昆山铁警开展消防演练

法律与科技碰撞
智合论坛2019新闻发布会在沪举行

首届“至正·法治

论坛”在沪举行

金山交警多措并举便民利民

处理交通违法窗口不“扎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