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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硬核团队 打造办案精兵
——重庆市检察机关大力推进专业团队建设

“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
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
这是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广
大党员干部，包括检察干警提
出的新要求。

2018年以来，重庆市检察
院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认真落实最高检和重庆市
委提出的“争创‘学习型’检察
院，争当‘放心型’检察官”和
“建好班子、带好队伍、做好工
作”等要求，大力推进专业团队
建设，发挥专业人才示范引领
作用，带头办准案、办好案、办
精品案，取得了良好成效。

打造保护知识产权的
“特种兵”

“我已不计前嫌，把仍在缓刑期的
唐某重新聘请回来任职。”2019年 5
月，面对回访的检察官，重庆某净化设
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说，他与
唐某已经握手言和，今后双方将继续
合作，共同发展公司业务。

5年前，该公司研发制造废油再
生精馏设备，3名案件当事人李某、唐
某、袁某先后进入该公司工作。其中，
李某担任生产厂长，唐某担任外贸经
理，袁某担任焊工。

2015年，李某、唐某离职后，出资
成立一家机械制造公司，并挖来袁某
等原净化设备公司工作人员，暗中利
用该公司的商业秘密，生产废油再生
精馏设备。截至案发时，机械制造公
司已接受订单12台，可获得非法利润
230余万元。

案情看似并不复杂，可该案却存
在着诸多争议点、疑难点：涉案技术是

否构成商业秘密？是否存在其他合法
途径获得该商业秘密？……因案件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2017年12月，李
某等3人侵犯商业秘密一案被检察机
关作出存疑不起诉处理。

随后，该公司向重庆市检察院
提出申诉。2018 年 5月，该院安排
刚成立的重庆市检察机关知识产权
专业团队协助复查该案，该团队组
长、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检察官
李光林任承办人。

为了从证据上排除获取其商业
秘密的合法途径，针对李某等人在辩
解中所提到的多名提供信息的技术
人员，李光林带领团队引导侦查人员
先后前往山东、辽宁等地补充侦查，
辗转找到关键证人一一询问取证。
针对辩护人对涉案技术信息是否为
商业秘密提出的质疑，团队通过对全
国公开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176
份裁判文书调研分析，明晰了司法实
践中商业秘密认定标准的司法通
说。根据这一“通用标准”，认定其为
商业秘密。

最终，一个又一个疑点、难点、争
议点被团队逐一攻克，一连串清晰完
整的证据链条浮现出来，案件定性终
于柳暗花明……2018年9月4日，重
庆市检察院检委会经研究决定撤销原
不起诉决定，指定专业团队负责该案
的起诉工作。

2018年 12月，法院采纳了检察
机关的指控和量刑建议，以侵犯商
业秘密罪判处李某、唐某有期徒刑
两年，缓刑两年，各并处罚金150万
元；判处袁某有期徒刑一年零 6 个
月，缓刑一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50
万元。

“2019年，除了办案，专业团队还
走访了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博腾制药有限公司、重庆安格
龙翔制药有限公司，当面征求企业的
法律需求，参与了在渝中区解放碑举
行的世界知识产权宣传周宣传活动，
解答群众法律咨询。”谈起这一年的工
作，李光林如数家珍。

2019年11月28日，国家版权局
评选全国保护版权有功单位，重庆市
检察机关知识产权刑检专业团队两次
上榜，1名成员被评选为有功个人。
通过与社会各部门的深入融合，重庆
市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的这支“特
种兵”，逐渐打出了影响力，得到了系
统内外的一致认可。

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贡献
“检察智慧”

2019年11月21日，最高检发布
第二批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
案例，涪陵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跨省
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入选其
中。

2016年，王某在无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资质的情况下，在重庆市长寿区、
涪陵区收受船只油污水共计151.72
吨。张某在湖北省荆州市开办燃料助
剂厂，其在没有处理污染废物资质的
情况下，从王某处购买油污水151.72
吨用于加工处理，处理过程中造成周
边土壤、水源被污染。2019年2月14

日，经涪陵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判
决被告人张某、王某构成污染环境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八个
月。该判决已生效。

“该案系最高检、生态环境部、
公安部联合督办案件。在该案的办
理中，重庆市检察机关环境资源犯
罪案件刑检专业团队6名成员全程
参与案件的审查、讨论和开庭。”该
团队组长史运伟介绍，重庆市检察
院组织三级检察院对长江船舶污染
专案实施一体化办理，督促交通、生
态环境、海事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解
决了长江涪陵段长期存在的船舶污
染问题。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2018年
以来，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重庆市检
察院在全市择优选择29名检察官组
成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刑检和公益诉讼
两个专业团队，参与重大案件、重大课
题专题论证，充分发挥专业团队的“研
帮教”作用，通过参与实战、岗位练兵、
业务培训、交流借鉴等方式，不断提升
检察队伍的政治站位、办案能力和履
职水平。

无独有偶。涪陵区检察院在办
理最高检、生态环境部、公安部联合
挂牌督办的刘某等9人污染环境案
时，也向重庆市检察院申请环境资源
案件刑检专业团队支持。重庆市检
察院安排专业团队成员之一的江津
区检察院检察官对该案进行指导。
在经过多次案件研讨、查找大量相关
案例和法律法规之后，该案最终被顺
利提起公诉。

据统计，2018年以来，重庆市检
察机关通过办案，共督促有关方面治
理被污染损毁的耕地、林地、湿地等
3400余亩，治理被污染的水域3万余
亩，清理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等6.6万
余吨，不断推动防治污染攻坚战向纵
深发展。2019年8月，重庆市委相关
部门专门来信，感谢重庆市检察机关
在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作出的
积极贡献。

守好长江上游的“禁毒防线”

毒品犯罪，危害深重，人民群众深
恶痛绝。为加大毒品犯罪打击力度，
2019年2月，重庆市检察院将“毒品
犯罪案件公诉专业团队”更名为“毒品
犯罪案件刑检专业团队”。该团队由
分布在重庆市不同地区的8名检察官
组成，由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负责
日常管理。

“团队更名并不单意味着名称的
更改，更意味着工作职能的进一步增
强、目标任务的进一步明确。今后的
重点任务就是严格证据审查，确保毒
品犯罪案件质量，用实际行动承担起
上游责任，体现出上游水平，守好长江
上游的‘禁毒防线’。”该团队组长廖祥
勇说。

2019年9月29日，刘某某、全某
某等4人贩卖、运输79公斤甲基苯丙
胺案宣判，被告人刘某某、全某某因贩
卖、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
告人肖某某因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判
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
王某因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

“该案从公安机关立案到法院一
审判决历时近3年，刘某某等人反侦
查意识强，作案手段隐蔽，行踪轨迹飘
忽，侦查取证难度大。”廖祥勇说，根据
侦查机关的提请，专业团队成员提前
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在规范侦查活动
上给予监督指导，在毒品扣押、称量、
提取环节提出意见，与侦查人员共同
研判分析侦查取证策略、补充侦查方
向，为侦查机关及时有效查办本案提
供了有力帮助。

“本案创造了一个‘最’——79公
斤是近年来渝东北地区办理毒品犯
罪案件中单笔涉案毒品最大数量。
本案的成功办理，既体现了侦诉有效
衔接的重要性，也体现了毒品犯罪案
件刑检专业团队的检察智慧。”廖祥
勇说。

毒品犯罪案件刑检专业团队成立
两年来，该团队共开发毒品犯罪案件
审查课程3个，申报重庆市级课题1
个，团队成员张永被评为全市“最美禁
毒人”，刘欣被评为奉节县“最美禁毒
人”。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环境资源犯
罪案件、公益诉讼、毒品犯罪案件等四
个专业团队4个专业团队的办案故
事，只是重庆市检察机关专业团队建
设的一个侧面。

阔步新时代，重庆市检察机关
按照“讲政治、有理论、会办案、懂专
业、善思辨”的检察官素能标准，主
动谋划、积极作为，“诉、研、教一体
化”的专业团队工作机制初见成效，

“以市检察院为主导，三级院联动共
建”的管理模式基本形成，专业团队
的品牌效应初步展现，“强项更强、
弱项变强，培育亮点、打造品牌，创
新带动、全面提升”的总体工作目标
正在逐步实现。

李立峰 图片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供

重庆市检察机关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刑检专业团队检察官进企业走访调查

除了渝中区，市交巡警总队
还同步启动了主城区第一批次54
条重点路段三轮车综合整治，围
绕涉牌涉证、乱停乱行、车身“牛
皮癣”三类突出违法行为，采取

“一路一方案”，对建新南路、建新
北路、渝澳大道、南城大道、南坪
东西路、杨家坪环道等商圈、网红
景区、交通枢纽周边等路段进行
了有针对性执法整治。

“截至2019年12月18日，全
市共查处三轮车突出违法 850
起，其中涉牌涉证类51起、乱停
乱行类423起、车身‘牛皮癣’185
起，扣留三轮车191辆，54条重点
路段自查守法率提升至89%。”卢
鹏飞表示，下一步，市交巡警总队
将进一步加强工作统筹和一线指
导，持续巩固扩大限行管控和执
法整治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以渝中
区为主的三轮车限行管控工作效
果已逐步向外延伸，主城各区也
相继开展了限行工作调研。例
如，沙坪坝区拟结合渣滓洞、白公
馆片区预约通行工作，将渣滓洞、
白公馆周边道路作为辖区三轮车
限行路段。南岸区拟在南坪、茶
园区域实施三轮车限行管控。

“实施三轮车限行对城市提

升、交通秩序改善的效果明显。”
卢鹏飞表示，下一步，市交巡警总
队将联合市城管局、市交通局等
相关部门，进一步总结和提炼渝
中限行经验，并逐步在主城区其
它具备限行条件的区域、路段进
行推广。

黄清娴 王彩艳
图片由渝中区委宣传部提供

针对三轮车随意横穿马路、
任意占道经营、闯红灯、车身脏
乱等干扰交通秩序、影响城市品
质的问题，去年市五届人大二次
会议上，渝中区代表团提交了关
于对主城区重点区域实施三轮
车禁行限行的建议，呼吁制定科
学规范的三轮车禁限行方案，循

序渐进、分步实施，根治好重庆
主城区三轮车乱象。

“重庆主城区共有三轮车1.89
万余辆，由于源头纾解不到位，快
递、物流等新兴行业监管缺失等原
因，导致三轮车无牌无证、车容脏
乱差、乱停乱行、非法营运等问题
层出不穷，是影响城市品质、市容

市貌、交通秩序、事故预防的一大
‘顽疾’。”杨斌等市人大代表建议，
我市要走出三轮车“整治—反弹—
再整治—再反弹”的怪圈，倾力、尽
快治理三轮车乱象。

市交巡警总队、市城管局、
市交通局等部门认真办理了代
表们的建议。按照市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主城区机动车综合
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的整体部
署，市交巡警总队牵头从 2019
年 12月 11日起，以渝中区实施
全域三轮车限行管控工作为重
点，组织主城各区交巡警支队开
展了三轮车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

查处违法850起，扣留191辆，自查守法率提升至89%

渝中区委、区政府高度重
视，根据主城区机动车综合整治
工作方案，区公安分局、区城管
局、区交通局联合发布了关于限
制三轮车通行的通告：2019 年
12月11日起，每日07：00至24:
00，除了残疾人专用三轮车、快
递业三轮车而外，其余使用动力
装置驱动或牵引的三轮车实行
全域道路限行。

“按照代表们的建议方向，本
次整治行动重点整治涉牌涉证、
乱停乱行、车身‘牛皮癣’三类重
点违法行为。”市交巡警总队副总
队长卢鹏飞表示，作为本次整治
的重点区域，渝中区限行管控计
划周密，采取市、区联动的方式进
行。

在外围管控上，市交巡警总
队指导江北区、南岸区、九龙坡

区、沙坪坝区支队以进入渝中区
重点路段为主，设置15个外围管
控岗，共劝返闯禁三轮车 455
起。内围管控上，区交巡警支队
联合区城管、交通、街道等部门执
法力量成立12个联合执法小分
队、设置14个检查站，在解放碑
商圈、大坪龙湖时代天街等重点
区域开展专项整治。

“自三轮车限行执法工作开

展以来，我区共拖移扣留三轮车
487辆，查处闯禁三轮车255起，
清除三轮车‘牛皮癣’广告170余
起。”渝中区交巡警支队秩序大队
有关民警介绍，主干道三轮车流
量、三轮车无牌无证、乱停乱行等
现象明显减少，由三轮车引发的
交通事故率逐渐下降，行车秩序
也越发通畅，城市品质得到了有
效提升。

落地有声
实施三轮车限行管控 渝中全域行车秩序井然

分步实施
总结三轮车限行经验 提升道路交通秩序环境

开展重点区域的三轮车专项整治行动

科学规范的三轮车禁限行普及宣传

渝中区三轮车限行管控成效初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