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威海查获特大涉嫌走私成品油案
□据新华社报道

山东省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

察支队联合威海海警局近日查获

一起特大涉嫌走私成品油案。 经

初步审讯， 涉案团伙先后多次通

过一艘非法油轮走私柴油 3000

余吨， 涉案金额 1800 余万元。

目前，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

有关负责人介绍， 威海市公安局

海岸警察支队近日获取线索， 最

终在荣成蜊江码头一举抓获正在

涉嫌过驳走私成品油的犯罪团

伙。 警方当场查扣涉嫌走私油轮

1 艘、 油罐车 26 辆、 柴油 500 余

吨， 抓获涉案人员 44 人， 切断

一条秘密海上走私通道， 有力打

击了涉海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

焰， 维护了沿海地区治安稳定。

据悉， 走私油轮无法提供所载油

品的任何合法手续， 且没有船

号， 涉案走私柴油来源地目前仍

在调查。

“国门利剑 2020” 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 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

察支队深入辖区渔港码头开展

“警灯闪烁” 巡逻查控和夜间突

击清查， 已查处多起涉嫌非法捕

捞水产品、 走私成品油案件。

青海一命案犯潜逃11年后落网
□据新华社报道

据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格尔木市公安局消息， 日前

该局刑警支队民警利用 DNA 比

对、 大数据应用等刑事技术手

段， 成功抓获一名潜逃 11 年的

命案犯。

2009 年 7 月 2 日， 青海省格

尔木市郭乡新乐村发生一起抢劫

杀人案， 同时 160 只羊失踪。 7

月 8 日， 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海

拉尔草原又一牧民被害。

案发后， 格尔木市公安局成

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但因侦破手

段有限， 案件没有实质性进展。

今年 5 月 15 日， 格尔木市

公安局召开“夏季百日攻坚” 工

作安排部署会议， 深入开展命案

积案攻坚战。 5 月 19 日， 格尔木

市公安局技术人员对“2009·7·

08” 案件现场提取的原始物证重

新检验， 提取出微量生物物证。

通过反复实验排查和大数据应

用， 发现安徽籍马某才存在重大

作案嫌疑。

根据线索， 格尔木市公安局

迅速对马某才的信息展开排查，

最终在安徽宿州将其抓获。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马某才

如 实 供 述 了 “2009·7·02”

“2009·7·08” 两起抢劫杀人案的

犯罪事实。

据介绍， 在案件侦破过程

中， 格尔木市公安局以新技术、

新手段为支撑， 以大数据应用为

引领， 加强技术部门的沟通协

作， 充分依靠科技信息化手段，

抓获了一批逃犯、 破获了一批案

件。 尤其是 DNA 检验技术在侦

查破案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近 5年命案破案率达 100%。

昨天， 浙江省新昌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民警在新昌幼儿园举行

“小手拉大手 文明出行进校园”

活动， 通过道路模拟出行、 公交

站模拟等车、 学做小交警、 考取

“幼儿园模拟驾驶证” 等活动，

对师生开展交通安全培训， 倡导

大家文明安全出行。

图为孩子们在交警的指导

下 ， 在校园 “交通安全模拟公
路” 上学习道路安全出行

新华社 图/文

□张旭凡

说起律师， 人们脑海中浮现出的

可能是电视剧 《精英律师》 中， 出入

高级写字楼， 每天有助理、 秘书、 司

机相伴的场景。 但最近， 几张律师

在路边摆起地摊的图片在网上流

传， 这和人们印象里的律师形象大

相径庭。

地摊时代到来， 许多行业都在摆

地摊， “收拾收拾准备出摊” 成为了

很多人口中的一句调侃。 对于律师来

说， 摆地摊的现象真的存在吗？ 地摊

经济又会对律师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

多样的“地摊”，另类的宣传

随着“地摊” 这个词受到大家

的热议， 近日网络上也流传着几张

律师在看守所、 法院门口摆地摊的

照片。 “代写文书” “提供法律咨

询” ……一个个穿戴整齐的身影坐

在挂着一张“律师” 小牌子的摊位

面前， 此情此景让不少法律界人士

颇为感慨。

其实， 在竞争激烈的律师行业

中， 根据发展定位和服务对象不同，

“摆地摊” 已不是一件新鲜事。

“如果说普通摊位售卖的是各种

各样的小商品， 那么律师售卖的就是

一种法律服务”， 上海天尚律师事务

所的宋紫薇律师说。

一些到小区门口摆个摊提供法律

咨询和服务的律师， 就是实实在在地

摆“地摊”。

而许多开在小区旁， 没有华丽头

衔和精巧装修的小型律师事务所在某

种程度上也是在履行着“地摊” 给人

以便利的任务和职责。 同时， 对于一

些比较成功的律师来说， 在电视台、

报纸、 各类自媒体上发表言论、 开展

讲座、 解答问题也是另一种形式的

“个人摊位”。

北京大成 （上海） 律师事务所的

刘峰律师认为， “地摊” 其实是一种

很好的主动服务形式。 “律师摆地

摊， 主动给别人讲解， 宣传新的法律

法规， 解答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这也

是一个宣传自己的过程。”

“律师‘摆地摊’ 其实是一种接

地气的说法。 年轻律师可以去做法

援， 去社区、 居委会、 工会、 妇联等

地方值班， 去养老机构、 创业园区做

培训， 去商会、 校友会推广自己， 这

些都是很接地气的摆‘地摊’”， 上海

正策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战略运

营总监张大超这样说。

“五星级酒店”与“便利商店”

律师摆地摊， 其实更多的是提供

了一种新的工作思维与方式， 是在新

形势下律师服务态度的一种转变。 也

有很多人产生疑问， 在新的环境下，

律师究竟是应该在写字楼里等待客户

上门， 还是应该走到老百姓中间去

“摆地摊”、 揽生意？

在“地摊时代” 哪些做法律师可

以践行？ 刘峰律师做了几个很形象的

比喻。

有一类律师提供的服务就像是五

星级酒店， 他们的服务对象所要求的

不仅仅是简单地提供住宿的便民措

施， 而是希望并要求律师可以有丰富

而充足的经验去整体处理一些疑难杂

症， 例如一些大型案件的策划、 企业

财产的保护， 甚至给政府做法律顾问

等等。 如果让这类律师去“地摊” 上

和老百姓谈并购、 外资、 管理， 还是

有些脱节的， 他们的工作内容和服务

对象决定了可能不适合摆“地摊” 的

这种方式。

还有一类律师就像是开在身边的

便利商店， 随时提供着便民的服务，

解决许多家长里短的纠纷与问题。 虽

然不同的律师有不同的客户群， 但大

多普通律师的民事业务对象就是普通

老百姓， “摆摊” 就是一个靠近客

户、 接近市场的过程， 所以律师秉持

着一种摆“地摊” 的思考方式其实是

尤为重要的。

降维打击，适者生存

虽然当下许多人嘴上调侃着要去

摆地摊， 但其实大多数人内心还是有

些抗拒。

“摆地摊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自

身境遇的调侃， 对于年轻律师来说，

同样冲击着他们的发展思路。” 张大

超说， “创业就是要去做别人不能

做的， 或者不愿意做的， 而‘地摊’

思维往往也就是降维打击的作战方

式， 客户在哪里， 律师就应该去哪

里。”

刘峰律师同样认为： “即使是真

的去‘摆地摊’， 也不能是以一种颓

废的心态。 对于一些能力很强的律师

来说， 摆“地摊” 的形式虽然降低了

自己的维度， 但是却通过努力， 实现

了高维打击低维， 实现了‘地摊’ 成

功。”

“‘酒香也怕巷子深’， 律师要改

变‘等靠要’ 的‘坐商’ 思维， 坐而

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摆‘地摊’ 这种

积极向市场靠拢， 以客户为中心的推

广理念本身对律师才具有最大的参考

意义。” 张大超说道。

一个人， 只有心态良好， 乐观积

极地去应对问题， 即使是困境也未尝

不是另一种机遇。 对于律师来说， 更

应该掌握的是一种“地摊” 精神， 用

心地宣传自己， 主动地走进客户和市

场， 在不断的变化中改变自己， 在多

样的环境中争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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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昨天在京召开的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批评

和意见交办会上获悉， 今年大会期

间代表们共提出建议 9180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

在会上表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

重视代表工作， 与各承办单位共同

努力， 不断提高代表建议办理质

量。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

间， 代表们共提出建议 8160 件，

交由 193 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 确

定 22 项重点督办建议， 交由 17 家

承办单位牵头办理， 由全国人大 7

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督办。

在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下， 代

表建议在法定时限内全部办理完毕

并答复代表。 代表们对建议办理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 同时也提出了加

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共收

到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疫情防

控工作的建议 206 件， 已交由 46

家国家机关参考、 办理； 其中涉及

立法修法的建议， 同时交由全国人

大有关部门参考、 办理。 目前办理

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今年大会期

间， 代表们依法执行职务， 共提出

建议 9180 件， 是建议数量最多的

一次， 体现了广大代表饱满的工作

热情、 强烈的责任担当。

记者了解到， 今年大会期间，

代表们提出的建议比去年增加 1020

件， 增长 12.5%。 其中， 涉及科教

文卫、 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 社会

及公共事务等领域的建议占总数一

半以上。 关于“疾病防疫” 的建议

数量同比增加 179%， 关于医疗体

制改革的建议数量达到 472 件。 发

展规划、 建设项目和综合经济方面

的建议 1707 件， 占建议总数的

18.6%。

按照代表法有关规定， 今年代

表提出的建议拟交由 194 家承办单

位研究办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初步提出了 9 项重点督办建议选

题， 涉及 4 个方面， 包括： 健全国

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贯彻落

实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常委会有关决

定， 依法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保持制造

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 围绕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

持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

有效衔接； 围绕研究编制“十四

五” 规划纲要， 推动实施区域发展

战略，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9180件代表建议统一交办

拟确定 9项重点督办建议

从高级办公楼到路边小摊位

律师如何顺应“地摊时代”新玩法？

□据新华社报道

据重庆海关消息， 6 月 3 日

至 12 日， 在重庆海关所属西永

海关的监督下， 一批总价值约为

4500万元的过期跨境电子商务产

品被集中进行持续 10 天的分批

次无害化销毁。

据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介

绍， 这批货物是西永综合保税区

内多家跨境电商企业在一段时期

内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中产生的过

期品， 主要包括奶粉、 婴幼儿辅

食、 保健品等各类食品， 总重约

700 吨。 其中， 婴幼儿奶粉占比

为 88%， 数量达 60万罐。

根据海关相关规定， 过期的

跨境电子商务产品不允许退运出

区， 更不允许其流入国内市场。

此次销毁工作旨在切实保障人民

生命健康安全， 保护消费者权

益。

据悉， 重庆西永海关建立了

跨境电商消费者投诉快速反馈机

制、 产品质量管理机制等一系列

措施推动企业合法经营， 切实保

障跨境电商产品质量。

重庆海关监督销毁4500万元过期跨境电商产品

小手拉大手

文明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