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为躲避处罚， 一男子竟驾车“顶”

行城管 200 多米， 目前， 张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近日， 松江区叶新公路叶旺路口， 一辆小

货车正在路边叫卖水果。 叶榭镇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队小韩发现了这一情况便上前了解。 面对

小韩询问， 男子始终不搭理， 而是自顾自地收

拾起后车箱， 并一头钻进了车内， 启动了车子，

此时小韩也跟到了车前。

令人意料不到是， 该男子竟猛打反向准备

“开溜”， 猝不及防的小韩只好一脚踩着前保险

杠， 一手抓着反光镜把手， 就这样被小货车顶

在了车前。 疯狂的驾驶员不顾小韩的生命安全，

一路行驶了 200 多米才减速停车， 这才让小韩

有机会跳下车。 随后， 小货车扬长而去。

接报后， 松江警方迅速派遣警力赶赴现场

处置， 通过现场询问及走访排摸， 锁定了嫌疑

人的身份信息。 12 月 11 日 20 时许， 经守候伏

击， 民警在松江区一小区内将张某抓获。 据张

某交代， 其平时在街边贩卖水果， 没有固定摊

位， 见城管上前， 担心会被处罚于是驾车逃逸，

对于将小韩顶在车前的行为事后赶到非常后悔。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昨天， 由东航募集、 复

旦大学出版社捐赠的 31 箱共计 1006

册图书飞抵云南沧源的东航民族希望

小学。 这批总计 520公斤的图书经由

东航物流公司的全程护送， 顺利抵达

东航民族希望小学的图书馆。

据了解， 这是今年东航上海飞行

部团委“爱在东航·云上东方”项目发

起“72小时快闪‘爱’接力”主题捐书活

动后，飞往云南的第二批爱心图书。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精细化管理谱新篇， 谱新篇

……” 伴随着明快的节奏， 舞台上 4 位身穿制

服的民警正整齐地打着快板进行表演。 现场许

多观众感叹“没想到马路上严肃的警察还有这

技能”。 这是昨天发生在浦东公安分局 2019 年

度 “马天民” 式交通管理优秀民警评选展示

活动现场的一幕。

12 月 24 日下午， 浦东公安分局在三林路

1299 号东明社区文化中心， 举办了 2019 年度

“马天民” 式交通管理优秀民警评选展示活动。

活动分“严格执法、 精细管理、 破解难题、 热

情服务” 4 个篇章， 以小品、 快板、 朗诵、 演

讲、 歌舞等形式， 回顾了 2019年度浦东交通管

理工作， 展示了 15位“马天民” 式交通管理优

秀民警的风采。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 浦东

新区区委宣传部、 政法委， 浦东公安分局， 浦

东新区各街镇领导， 浦东公安民警、 家属， 老

年骑游队， 快递外卖企业骑手代表等 200 余人

出席了活动。

自今年 8 月份起， 浦东公安在全局范围内

组织开展“马天民” 式交通管理优秀民警评选，

旨在收集整理交通管理工作中需破解的民生难

点问题， 挖掘优秀技战法， 激励队伍， 为提升

交通管理工作效能提炼可复制、 可推广的工作

经验。 经过前期初审初评、 复赛决赛等环节，

以及结合参评民警日常交通管理工作法、 大整

治期间工作数据、 辖区交通状况等工作实效，

最终评选出了 15位获奖民警。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举行

农民工工资集中发放仪式， 对上海某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系列案

的申请执行人进行结算确认和汇款账户登

记， 18 名农民工分别先行领取 2000 元作

为往返路费。 记者获悉， 该系列案件涉农

民工工资、 诉讼费用等合计 140 余万元，

近期将陆续汇至申请执行人登记确认的银

行账户。

今年 9月初， 上海崇明法院受理该系

列执行案件后高度重视， 组织精干力量成

立专案组。 执行干警第一时间对被执行人

发起“总对总” 财产查控， 发出财产报告

令。 经核查， 被执行人名下已无财产可供

执行， 公司内部管理混乱， 处于歇业状

态。 该系列案所涉农民工务工地点分散、

工程项目分包情况复杂， 给执行工作的推

进带来较大障碍。

执行干警聚焦被执行人银行账户资金

往来信息， 结合被执行人具体承接工程项

目，抽丝剥茧、顺藤摸瓜，逐一联系业主方、

承包方，逐项排查工程款应付实付情况，最

终锁定本市及外省市三处未足额付清工程

款的项目。 执行干警在项目方之间往返6

次， 组织被执行人与项目方召开多次结算

协调会，耐心释明法律，细致梳理账目，结

算工程款金额得到当事各方一致确认。

在协调过程中， 执行干警发现部分应

付工程款因被执行人与材料商之间的买卖

合同案件已被江苏江阴法院先行冻结， 为

此马不停蹄奔赴江阴， 调取他案卷宗， 约

谈材料商， 与江阴法院执行局沟通协调清

偿顺序， 最终确保农民工工资优先得到足

额清偿。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一个平台、 一套系统， 既能

实现“一网治全城” ……在徐汇区， 城市

运行“一网统管” 的蓝图被照进了现实。

昨天下午， 以“新时代新发展” ———“一

网统管” 如何助力超大城市治理为主题的

第四期“研习汇” 开放式组织生活在徐汇

区行政服务中心举办。记者从采访中获悉，

目前， 徐汇区正在推进智慧网格化2.0建

设，借力“智慧+”将建管、平安、市场、民生

等核心业务整合在了一起， 走出了一条赋

有徐汇特色的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

“徐汇区医疗资源丰富， 而停车难一

直是我们工作中的难点也是堵点。” 研习

汇上， 徐汇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主任罗鹏

翀分享了天平地区推出的“五官科医院停

车引导系统” 诞生的始末。 在他看来， 推

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通过运用智能

化、 信息化管理手段， 赋能传统管理方

式， 让“补漏洞” 走向“治未病”， 过去

的“被动发现” 也变为了如今的“主动发

现” 再到“自动发现”。

徐汇区民政局局长黄琴分享了救助和

养老服务工作的故事， 并提出要以民生为

导向， 以问题为靶向， 搭建区、 街镇、 居

民区的三级网络工作平台。 徐汇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俞晓红则从一家

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监管谈起， 分享了市

场监管的各种智慧化举措。

徐汇区政法委副书记吴寅飞讲述了在

大数据支撑下，依托智能感知技术，人工智

能赋能城区安全管理的功能将提升居民的

安全感， 公共安全领域的“问题发现智能

化、处置流程标准化、核查结案闭环”正在

得以实现。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吴珊珊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黄浦区人民法院

获悉， 近日该院审理的一起危险驾驶案

中， 本市首次实现“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

助办案系统” （简称 “206 系统”） 公检

法网络一体化办案。

庭审中记者看到， 法庭设置了大屏幕

清晰展示“206 系统” 内容， 其中屏幕左

侧显示识别的语音文字， 右侧显示自动抓

取的与提问内容等相关信息。 黄浦检察院

副检察长王利民出庭支持公诉， 当公诉人

质证时， “206 系统” 会根据对语音的识

别， 在材料中抓取相关的证据信息， 并依

次准确地呈现在大屏幕的示证区， 让被告

人、 辩护人等都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 以

保证司法公开公正， 有效防止冤假错案产

生。

据悉，“206系统” 主要运用图文识别、

自然语言理解、智能语音识别、司法实体识

别、实体关系分析、司法要素自动提取等人

工智能技术， 确保刑事办案过程中的每个

环节“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

本案辩护人在庭审后表示：“该系统有

效省去了辩护人阅卷、翻阅纸张的时间，以

便我们在庭审中能集中精力在辩护上。 ”

本次庭审也是上海首次实现从公安、

检察院至法院所有文书网上流转即无纸

化， 全程留痕， 既提升了办案质效， 又促

进了司法责任制的落实。 黄浦检察院作为

该系统的首家试点检察机关， 该院负责人

表示： “今后， 该系统也将不断完善和提

升功能， 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司法办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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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浦东新区消防救援支队

在浦东新区市民中心正式发出上海市第一张

消防安全行政许可证书。 该证书是浦东新区

试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 营业消防安全

告知承诺制后， 颁发的第一张证书。

根据 《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

展“证照分离” 改革覆盖试点的通知》 （国

务院 [2019] 25 号） 要求， 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在本市设有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浦东新区和奉贤区全域内试行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 营业消防安全检查

告知承诺制度。 该制度试用于歌舞娱乐放映

游艺场所及大于 300 平方米的宾馆、 饭店、

商场等。 办事程序由先检查后发证调整为先

发证后核查。 对承诺已经具备许可条件且取

得许可证的， 自作出许可 30 日内开展核查；

对承诺领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许可条件且取

得许可证的， 自承诺日起届满之日起 30 日内

核查。 若核查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严重不符

的， 依法撤销其行政许可并予以相关处罚。

获得该许可证的某公司经理表示：该政策

的实行予以他们非常大的便利，不仅缩短了开

业的时间，而且减少了人力、房租的消耗。 同

时，他们也会更加注重店内的消防安全，根据

规定开展自查自纠。消防窗口助理工程师张杰

表示：该政策可以减少他们等待的时间。 办事

企业可以根据上海市消防局官网发布的消防

安全标准，将其与自己店铺的消防安全情况进

行核对，如果仍有不清楚的，可以与辖区大队

沟通，或者前往消防窗口进行咨询。

本市首张消防安全行政许可证昨在浦东发出

办事程序调整为先发证后核查

看得见 摸得着 可操作
本市首次实现“206系统”公检法网络一体化办案

百万欠薪足额执行到位
崇明法院妥善执结拖欠农民工工资系列案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汪百顺

本报讯 一男子酒后驾驶电瓶车回家， 竟

然在短短的一段路上频频伸出“咸猪手”， 抓向

路边女子的敏感部位。 近日， 金山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涉嫌强制猥亵罪对该男子批准逮捕。

9 月 23 日 21 时许， 金山警方接到报案，

被害人俞女士称她在路边跑步时， 一陌生男子

骑着电瓶车从她后方经过， 趁其不备用手捏俞

女士的臀部， 当俞女士察觉时， 该男子已骑车

快速离开现场。 接报后， 警方随即开展调查，

通过监控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据了解， 案发当晚有相同遭遇的竟有 3 名

女性。 经查， 张某某酒后骑着电瓶车准备回家，

途中先是遇到路边跑步的俞女士， 在对方毫无

防备之下用手捏其臀部并快速逃离现场。 随后，

张某某又骑电瓶车至某路口斑马线处， 遇到骑

自行车的尹女士， 待张某某行驶至与尹女士并

排前进时， 突然用手摸尹女士的胸部。 趁对方

还未反应过来不知所措之际，张某某迅速逃离现

场。 同样遭遇的还有王女士，张某某驾驶电瓶车

遇到在散步的王女士，快速抓摸被害人胸部后逃

之夭夭。 次日，警方在张某某住处将其抓获。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 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利用女性被害人骑自行车或者步行之际， 趁人

不备， 在公众场合对多名被害人实施猥亵行为，

其行为涉嫌强制猥亵罪。 日前， 金山检察院依

法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批准逮捕。

浦东评选2019“马天民”式交管优秀民警

千余册爱心图书

飞抵云南希望小学

徐汇探索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走出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

男子频伸“咸猪手” 多名女子被袭

货车“撒野” 执法人员被顶在车前行驶200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