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盖鹏 通
讯员 王琨) 烟台市高新区信息产业高度
密集，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维护企业
合法权益，成为检察机关服务大局的重
要职责。近年来，高新区人民检察院依
托知识产权检察保护中心，优化检察产
品特色化供给，提高侵权违法成本，为高
新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
保障。近日，“政法工作烟台行“走进该
院知识产权检察保护中心，了解保护知
识产权的新思路。

针对辖区创新经济活跃、创业人才荟
萃、各大企业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需求日
益增多的实际情况，高新区检察院于
2016年7月启用了知识产权检察保护中
心。中心具备企业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受
理、知识产权法律咨询和宣传、知识产权

预警、知识产权案件监督、知识产权保护
等多项工作职能，集现场观摩、咨询解答、
专业化办案团队为一体。在此基础上，该
院联合烟台大学法学院、山东智宇律师事
务所、乾元律师事务所，创办全市首家公
益性知识产权法律刊物《知法》，提供更丰
富的检察产品。

为向辖区企业提供“零距离、零时
差、零盲区”的检察智慧，知识产权检察
保护中心聘请了8名专利、商业秘密、信
息技术产业及区块链技术领域专家学
者，组建专家智库，协助开展普法宣传和
专业权威指导。保护中心与烟台大学合
作搭建实训教学基地，结合工作实践和
真实案例，开展更具针对性、实践性的理
论研习和实务探讨，培养储备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人才。

“我们把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作为重
点工作来抓，建立了班子成员联系民营
企业制度，检察长带头、每名班子成员至
少与2家民营企业建立经常联系，定期与
企业负责人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企业经
营情况，听取企业‘成长中的烦恼’。”烟
台高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璇介绍说，
在走访普霖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时，发现
该企业寻找租用相关专业实验室时遇到
困难，第一时间成立服务专班，积极接洽
协调，帮助其与绿叶集团成功达成实验
室合作项目，用更精准的检察服务帮企
业突破瓶颈、干事创业。同时，知识产权
检察保护中心立足检察职能，通过走访
调研、建立检察联系点、送法进企业等形
式，畅通检企联系渠道，帮助企业排忧解
难、健康发展。

为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提升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水平，完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序衔接的工作机
制，该院联合高新区公安分局、科技局、市
场监管局出台《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
件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对知识产权侵
权案件线索通报、移送作出具体规定。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案件进展、会商疑
难案件，在法律适用、案件定性、证据采纳
等具体问题上消除分歧，统一执法尺度和
证据标准，让知产保护和“行刑衔接”问题
形成合力。此外，该院探索研究将区块链
技术应用到知识产权保护和电子数据存
证，初步设想通过区块链技术建立一套全
程监控程序，既能解决部门取证难的问
题，也可消除企业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
让检察监督更为高效。

高新区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划了我们的车，难道因为她是
精神病人就不能追责了吗？”近日，龙口市南山丽景花园小区几十名业
主遇到了件糟心事儿，小区内52辆私家车被人用块状理石板造成不同
程度的划伤。而让车主们感到无奈的是，将52辆车划伤的李某某竟是
一名“边缘智力”妇女。

龙口市法律援助中心了解具体案情后，指派具有此类案件辩护经
验的律师刘景源作为李某某的法律援助辩护律师。经烟台精神疾病司
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李某某患“脑器质性疾病所致人格改变”，即“边缘
智力”，作案时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该援助案件涉及特殊人群，受
援人家属常对司法机关有抵触情绪。“面对特殊人群，我们同样需要通
过法律途径保障他们的权益不受侵害，但也需要我们法援工作者倾注
更多的耐心和细心。”刘景源说。在与刘景源沟通过程中，李某某的丈
夫曲某某多次以工作忙为由挂断电话，后来竟拒接电话。刘景源只得
想办法加其微信，在微信中通过文字讲清相关法律规定，渐渐取得了曲
某某的信任和认可。考虑到援助对象出行不便，承办律师上门提供法
律服务。经过一番分析，承办律师认为，李某某划伤他人车辆并造成
8000多元损失，已明显构成寻衅滋事罪，应将辩护重点放在量刑方面，
并建议曲某某积极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受害人的谅解。

最后，承办律师向龙口市检察院依法出具了量刑辩护法律意见书，
取得了公诉机关良好的量刑建议。

“边缘智力”妇女连划52辆车
法律援助帮其获受害人谅解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宫矫健）近日，芝罘区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迟某某、刘某、王某某抢劫一案，该案由
芝罘区人民法院院长闫青利担任审判长，芝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
德平出庭支持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迟某某通过百度贴吧发贴招募人员欲实施
抢劫，被告人刘某、王某某通过电话或者微信与被告人迟某某取得联
系，2020年4月17日，三人在烟台市芝罘区大悦城西侧见面，商量具体
抢劫事宜，在商议过程中三人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公诉机关认为，被
告人迟某某、刘某、王某某为实施入户抢劫制造条件，应当以抢劫罪追
究刑事责任，其行为属于犯罪预备。

在为期一天的庭审过程中，法庭依法进行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
法庭辩论及最后陈述等庭审程序，庭审纪律严肃规范，程序严格依法，
充分保障了诉讼参与人的各项权利，该案将择期宣判。

芝罘法院公开审理一起刑事案件

检察长出庭支持公诉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辛青 摄影报道）“咱莱
州法院执行干警确实不容易，我今天算是切身体会了！”9月19日早上
8点半，刚从警车上走下来的莱州人大代表张文杰忍不住感慨。原来，
受莱州法院邀请，包含张文杰在内的两名人大代表和一名政协委员，共
同参与了莱州法院凌晨执行行动，一起见证了执行中的酸甜苦辣。

凌晨5点，17辆警车在莱州法院南门院内整齐排列，55名执行干
警身着制服整装待发。出发前，执行局局长于卫东作简短动员讲话。
5点30分，按照前一天的周密规划，五组执行干警分赴不同方向，行动
正式开始。8点，几路分队陆陆续续回到莱州法院。经过一个早上的
奔波忙碌，共拘传被执行人17人，结案5件，和解10件，执行到位金额
52700元。

颠簸不平的山路，陡峭难爬的斜坡，蚊子成群的草丛，狂吠不止的
恶犬……这些执行干警已经习以为常。爬梯子、翻墙头，烈日晒、暴雨
淋，臭气熏天的养猪场、养牛场，一眼望不到边的果园、玉米地，执行干
警用双脚丈量了执行路上的每一步。

“每年，我们都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执行指挥中心或者现
场见证凌晨执行行动，近距离感受法院工作，对执行工作有更真切的感
受，同时也对法院执行工作起到一个监督作用。”莱州法院副院长朱治
发说。

莱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见证法院“凌晨行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通讯员 刘禹锡 赵鹏 摄影报道）“您好，
我是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人民法院执行
干警，因有案件需要到你们辖区扣押车
辆，但人生地不熟，请求贵院协助执行。”
日前，陕西省旬邑县人民法院一行10人，
驾车奔波1400余公里来到开发区法院，
请求该院协助扣押位于辖区内大季家街
道一工业园内的一辆正在作业的400吨
重型履带式吊车。

在了解案情后，开发区法院立即抽调
10名执行干警和3辆警车协助旬邑县人
民法院执行干警前往执行现场。在确保
人员、财产、以及现场秩序稳定的前提下，

该院请来专业技术人员，对重400余吨，
高约40米的重型吊车进行现场拆解。

经过两天努力，重型吊车全部拆解完
毕，并分别装载到10余辆拖挂车上，启程
运往陕西。至此，协助任务圆满完成。通
过此次协助执行，旬邑法院对开发区法院
执行干警的积极热情和专业给予了高度
评价，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开发区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一直以
来，开发区法院始终秉持“全国法院一盘
棋”理念，着力打造异地协助执行长效机
制，认真对待每一起协助执行案件。本次
协助执行活动的出色完成，不仅是对兄弟
法院工作的支持配合，也锻炼了该院执行

干警的协作应急能力，积累了大量的执行
实操经验，用实际行动保障了胜诉权益的
落实，有力地维护了司法权威。

烟台、咸阳两地法院跨省联动执行

成功扣押400吨重型吊车

9月23日，龙口市法院召开行政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2015-2019年度市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从中可
见该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已成常态。“白皮书”介绍了近五年市龙口法院行政审判总体情况和特点，解读了近
五年行政机关败诉情况和特点分析，并就推进依法行政提出意见和建议。

“民告官”案件

数量趋向平稳

2015年，龙口市法院受理一审行政
诉讼案件104件，2016年 71件，2017年
76件，2018年 73件，2019年 97件，合计
421件。五年间收案逐渐趋于平稳，说明
自2015年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行政相对
人的起诉回归理性。各领域收案数量差
异较大，比重较大仍然集中在公安、国土、
人社、建设等与行政相对人权益联系紧密
的部门。

五年来，被诉情况同比呈上升趋势的
是公安行政管理、土地管理、城乡建设和市
场监管等行政管理领域，体现出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升温，公民
对公安行政管理、土地使用、市场监管、综
合行政执法以及住房管理领域行政管理的
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比
呈下降趋势的是卫计、生态环保等行政管
理领域，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放宽等
政策性原因，以及资源、环保、综合执法等
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执法水平整体上相对
有所提升，行政争议减少。与此同时，龙口

市非诉行政案件数量持续增加，说明该市
依法行政水平明显提高。

行政机关败诉率

低于烟台平均数

五年来，龙口市法院行政案件开庭
261件，涉及本市市直行政机关199件，市
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100%。
但市直行政机关负责人在二审期间出庭应
诉率较低，除人社局、公安局等部门外，其
他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在烟台市中院及山
东省高院出庭应诉的情况亟待改善。此外
还存在重大敏感案件中“一把手”很少出
庭、出庭人员的选择缺乏针对性、部分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不出声”等问题。

“白皮书”还解读了行政机关败诉情
况，2015年至2019年龙口市法院共审结
一审行政案件 421 件，以判决方式结案
188件，其中判决被诉行政机关败诉案件
共32件，被诉行政机关败诉率为7.6%，低
于烟台平均数8.99%。其中，社保、资源、
城乡建设等管理领域的案件占了败诉案件
的近七成。

从应诉水平上看，被诉行政机关出庭

应诉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仍需提
高。出庭应诉工作既是一项法律业务性工
作，也是一项行政事务性工作，不仅要熟悉
部门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还要熟悉行政
诉讼法及部门执法流程等依法应诉程序。
实践中，被诉行政机关派出的出庭应诉工
作人员多为内部法制机构固定的工作人
员，参与执法的工作人员出庭应诉较少，有
些出庭人员对被诉行政行为具体细节、对
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以及证据的获
取过程不熟悉、不了解，导致庭审活动十分
被动。

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出声更出彩”

针对被诉行政行为事实认定不清、程
序违法所占比例较高、履行职责不及时不
全面等情况，龙口市法院建议行政机关牢
固树立依法行政理念，严格依法科学决策，
把管理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加强制度
建设，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实绩考核制度、
违法行政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制度、司法建议反馈制度、法律顾
问制度等，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强化程序意识，坚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并重，合法行政和合理行政兼顾。加强行
政机关内部法制部门的类案梳理、审查把
关作用。

充分发挥复议机构作用，切实发挥行
政复议在化解行政争议中的层级纠错功
能，让大量行政纠纷在复议中解决，降低解
决行政争议的制度成本。加强行政法律知
识培训，定期开展行政案件观摩活动。加
强行政应诉工作考核，科学设置行政诉讼
考核指标并实行动态管理。同时，提高应
诉能力，确保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出声更
出彩”，同时落实好一线执法干警旁听观摩
制度。

完善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龙口
市法院经过梳理发现，行政案件大多不是
单独的法律适用问题，七成以上属于系列
问题。有效解决行政争议，需各部门统筹
联动，进一步扩大行政争议审前和解的受
理范围，进一步扩充行政和解员“专家”队
伍，加强法院与行政机关的良性互动，提高
行政机关诉前预防、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
水平和工作效率。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高慧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成常态

龙口法院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轶 全百惠 通讯员 烟公宣）近日，烟
台市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一起省级贩卖毒品目标案件，成功捣毁一个横
跨山东、云南两省的贩毒团伙，抓获吸贩毒人员8人。

2020年初，栖霞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查获一名云南籍吸毒男子赵
某，掌握赵某多次从云南籍男子李某某、钟某某处购买毒品麻古，李某
某、钟某某经常往返云南、山东两地，有跨省贩毒重大嫌疑。栖霞市公
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立足本地开展侦查工作，梳理团伙的贩毒网络及
人员结构，对该起跨省贩毒案件进行缜密侦查。通过大量工作，进一步
确定该贩毒团伙的中心人物为李某某、钟某某，二人从云南籍男子仲某
某手中购买毒品麻古。今年5月，钟某某贩毒案件被确立为省级目标
案件立案侦查。

经查，该贩毒团伙自去年4月份以来向烟台县市区贩卖毒品。专
案组针对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钟某某贩毒藏毒窝点等情况，开展大量分
析研判及走访摸排工作，准确掌握了李某某、钟某某的真实身份及住
所，成功将二人抓获归案，缴获毒品麻古191粒。专案组顺线深挖，抓
获向二人贩卖毒品的上线仲某某。

截至目前，该跨省贩毒团伙已被成功摧毁，此案共抓获涉案人员8
人，其中刑事拘留3人，行政处罚5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烟台警方摧毁一跨省贩毒团伙

8名吸贩毒人员落网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全百惠 通讯员 毛冠杰)
近日，莱州市公安局破获系列
电瓶被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邹某财、涉嫌收赃嫌疑人陈
某，带破12起盗窃电瓶案，共
15辆大货车被盗电瓶30余
块，现场查获并追回电瓶 7
块，涉案价值两万余元。

9月5日 7时许，城港派
出所接110指令，娄某报警称
货车上的电瓶被盗。接警后，
城港派出所迅速赶到现场。
经询问，4日晚，娄某将半挂
车停放在开元路北首停车场
外空地后发现车上的两块电
瓶被盗，损失价值约1000元。

因案发在深夜黑暗的原
因，无法获取有价值线索，给
民警侦破工作带来巨大的阻
碍和压力。本着群众利益无
小事的原则，以“小案侦防百
日会战”为契机，全所上下齐
动员，所领导亲自督战，办案
民警不松劲不退缩，在发案后
迅速做足现场勘查、调查走访
等前期工作，为后期研判锁定
嫌疑人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连日来梳理监控视频，
一辆SUV车的模糊图像引起
民警的注意，经调取监控视
频，驾驶该车辆的人员不是车
主，无法确定嫌疑人。只有掌
握确凿的证据链，才能把案件

侦破做成“铁案”。
办案民警一方面研判调查了近几个月

莱州市此车的行驶路线，另一方面连同辖
区内近日发生的多起车辆电瓶被盗案进行
串并。

功夫不负有心人，根据细致深入的分
析研判，确定辖区电瓶被盗案件均系盗窃
前科人员邹某财（男，吉林省人）所为。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9月10日下午，
城港派出所组织警力兵分两路收网抓捕。
一路民警在三山岛金矿矿区停车场找到作
案车辆，另一路民警在金城镇凤毛寨村成
功将嫌疑人邹某财抓获。

莱
州
警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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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系
列
电
瓶
被
盗
案

凌晨上门找“老赖”。

吊装400吨重型吊车。

被扣押的被扣押的400400吨重型吊车起吊上运平板输车吨重型吊车起吊上运平板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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