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宽啦
船山区人民检察院

办理首例认罪认罚从宽案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1 月 8 日，船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

科办公室内，在值班律师的见证

下，抢夺罪犯罪嫌疑人邓某某签署

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值班律师也

签署了自己的名字，证明邓某某已

阅读《认罪认罚具结书》及《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告知书》，系自愿签署

具结书。随后，检察官在起诉书中

写明了邓某某认罪认罚的情况，提

出了量刑建议，与《具结书》一起移

送至船山区人民法院。至此，船山

区人民检察院成功办理了首例认

罪认罚从宽案件。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

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

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

罪认罚具结书。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实施以来，船山区人民检察院积

极开展业务培训，主动开展业务联

系会，采取措施保障律师履职，确

保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

相关法律知识：

何为认罪认罚从宽？

认 罪 认 罚 从 宽 是 指 犯 罪 嫌 疑

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

罪，对于指控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署

具 结 书 的 案 件 ，可 以 依 法 从 宽 处

理。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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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注

1 月 21 日，记者从市安监局了解

到，有效期 5 年的《遂宁市安全生产领

域举报奖励办法》将于 2 月 16 日起施

行，相比以往，该《办法》不仅扩大了

举报奖励范围，还将举报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和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奖

励由老《办法》的最高 1 万元提高到最

高 30 万元。

[出台背景]
老《办法》已过有效期
举报奖励有了新规定

“原来的《遂宁市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办法（修订）》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颁

布实施，老《办法》对发现并排除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制止和惩处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安监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老《办法》已

过有效期，国家安监总局、财政部在

2018 年对安全生产领域的举报奖励

也做出了新规定，所以重新制定我市

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已迫在眉

睫。

对此，市安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

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财政部关于

印发〈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

的通知》和《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等

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成立了起

草工作小组，专门就起草工作进行了

调研，并组织召开了由主要领导主持

的研讨工作会，起草出《遂宁市安全

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

稿）》。之后，再广泛征求了各县（区）

政府、园区管委会、市安委会成员单

位的意见和建议，经多次修改，形成

新《办法》。

在 1 月 2 日召开的市政府七届 37
次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该

《办法》，该《办法》将于 2 月 16 日起施

行，有效期为 5 年。

[亮点多多]
扩大举报奖励范围
提升举报奖励额度

据介绍，该《办法》适用于遂宁市

行政区域内所有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核查

和奖励事项，里面所称的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指的是危害和整改难度

较大，应当全部或局部停产停业，并

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

患，或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

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该《办法》规定，举报人有权向县

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

行举报，举报人可以采取拨打政府服

务热线“12345”、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特

服 电 话“12350”，或 以 书 信 、电 子 邮

件、传真、走访等方式进行举报。

和老《办法》相比，新《办法》首先

是明确了“合法举报、适当奖励、属地

管理、分级负责”的工作原则，并扩大

了举报奖励范围，将原来限定的非煤

矿山、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烟花爆

竹、冶金机械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

举报奖励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业领域。

新《办法》还提高了奖励额度，将

举报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违法生

产经营建设的奖励由老《办法》的最

高 1 万元，提高到最高 30 万元；举报

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奖励由老

《办法》的 3000 元至 3 万元，提高到最

高 30 万元。

此外，为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该《办法》还进一步明确了参与举报

处理工作人员的保密责任，同时加强

对举报人的法律约束，明确举报人的

责任，防止出现假举报、乱举报、恶意

举报等现象。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动真格
我市大力治理超限超载货运车

货车违法违规、部门整治不力都将严处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吕苗）

近期，大量超限超载货运车辆从市

外装载砂石途径我市运往简阳、成

都等地，给我市道路交通构成了严

重安全威胁。针对此现象，1 月 18
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交运局、

市水务局召开了公路货运车辆超

限超载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

制定了相关治理方案，确保我市春

运期间全市道路安全畅通。

据了解，针对货运车辆乱象，

市道安办成立了遂宁市普通货运

车辆超限超载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在 1 月 14 日至 2 月 28 日期间，重点

整治 G350 线蓬溪任隆、G318 线蓬

溪里坝、船山保升、S205 线大英回

马、经开区城北新桥、S101 线射洪

境内、安居区遂安快速通道及中环

线河东新区永兴等路段的货运车

辆违法超限超载现象。此次行动

分为宣传发动、集中整治、总结提

高三个阶段展开，期间各地将按照

政府主导，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交

通运输、公安部门联合巡查的治超

工作模式，加大对货运车辆违法超

载超限、冲关冲卡拒检、非法运输

砂石、违规开采砂石、源头野蛮装

载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治力度，确

保行动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全面

治理。

对此，市、县两级道安办将定

期开展专项督查，并定期通报各地

整治战果及路面巡查情况，分析整

改存在的问题，压实属地治超责

任。期间，凡是整治不力、推诿扯

皮的将扣减年度目标绩效，并予以

严肃问责，确保整治工作落到实

处。

真胆大
以次充好卖假酒

遂宁警方破获假冒注册商标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购买低档酒，然后使用从废品收购

站回购的舍得酒瓶，套上网上购买

的瓶盖，一瓶全新的舍得酒便包装

出炉，销往遂宁多个烟酒超市。1
月 15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获悉，结合“冬攻”专项行动，市公安

局治安支队成功破获一起假冒注册

商标案，缴获冒牌舍得 120 瓶、丰谷

酒王 12 瓶，涉案价值 5 万余元。

“前不久，我们接到群众举报，

在遂宁六中附近，两名青年男子行

迹十分可疑。”据治安支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掌握到该线索后，办案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很快，线索便

指向了一间偏僻农房。

“经过摸排，我们发现，其中一

名王姓男子，有做假酒的前科。因

此，我们推测，该处应该是一处制

假窝点。”该负责人说，摸清该窝点

后，1 月 14 日下午，办案民警立即

在嫌疑人必经的路上进行布控，并

将两名嫌疑人王某、蒋某挡获。

“通过从王某身上搜出的钥

匙，我们打开了那间民房的门。”办

案民警介绍说，打开房门后，办案

民警便发现了许多瓶装的舍得酒

和一些低档酒，经过统计，办案民

警现场共查获冒牌舍得酒 120 瓶、

丰谷酒王 12 瓶，涉案金额 5 万余

元。就在该民房内，民警还发现了

茅台酒、五粮液、国窖 1573 等多个

知名白酒品牌的包装。

经审讯，王某、陈某对其假冒

注册商标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据了解，王某、陈某都是遂宁

人，为了赚钱，两人便做起了使用

低档酒冒充高档酒赚钱的勾当，把

购买的低档酒灌进从废品收购站购

买来的舍得酒瓶中，然后以远低于市

场价的价格进行销售，非法牟利。不

料，窝点刚开始“经营”不到一个月，

便被跟踪而至的民警捣毁。

目前，该案已被移交给工商部

门进行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遂宁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2月16日施行

举报人最高可获奖励30万元

市城管局对违章搭建实行“零容忍”
2018年成功拆除违章搭建数万平方米

“虽然拆违工作已经取得阶段

性成效，但就如何攻破执法瓶颈，

还得仔细考究。”据市城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解决违章搭建的滋

生，必须让居民的意识发生转变。

近期，市城管部门将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报纸、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展

开相关宣传，提升市民意识，形成

查违拆违的强大声势。同时，将加

大执法力量的投入，压实基层主体

责任，做细做实“治违”网格，明确

社区居委会和小区物管公司对违

法建设的巡查、制止、报告责任，做

到早发现早拆除。针对阻碍执法

行为，城管部门将联动公安机关，

坚决依法拆除违建，绝不允许姑息

迁就；对于发现的居民房顶漏水现

象，将积极引导住户在完善规划审

批手续情况下，按照统一风格标准

要求进行改造，通过帮助群众解决

实际困难来实现有情操作。

该 负 责 人 表 示 ，在 此 次 行 动

中，市城管局将会同市委市政府目

督室进一步完善违建治理督查考

核办法，将治违成效纳入城市管理

目标考核范畴，实行月通报、季排

位、年考核，凡是整治不力、违规执

法的，将予以严肃问责，以此推动

“治违”工作落地落实。

对此，市城管局也呼吁广大市

民，为了城市环境秩序和小区居民

安全，请严格按照相关部门的审批

程序规划和修建，共同维护城市的

良好环境和形象。

（全媒体记者 吕苗）

1 月 16 日，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

育才路执法大队根据日常巡查和市

民投诉，对市城区翰林茗苑小区的 6
处违章搭建进行了统一拆除。

当日下午，在翰林茗苑小区的一

通道内，一阵阵电锯声和敲击声响彻

周边。此时，该小区内的几处违章搭

建物旁，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不少工

人正在对违建物进行拆除。据船山

区城管执法分局育才路执法大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正在拆除的 6 处违章

搭建是翰林名苑南北区物管擅自设

置的，属违法搭建。因设置在人行道

上影响群众通行，群众反响强烈，大

队多次向违建业主下达整改通知书，

但效果不佳。对此，大队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对其进行依法拆除。

据了解，此次拆除面积约 120 余

平方米，截止目前，6 处违章搭建已经

全部拆除完毕。 （全媒体记者 吕苗）

1 月 17 日清晨 7:30 许，在射洪

县城管执法局、县公安局、县住建

局、辖区街道办事处、交警部门的

共同参与下，射洪县城区临伯玉

路上的占道经营亭棚被依法清除。

据介绍，恒业旺街的占道亭棚

是早年由物业私自设置。近年来，

城管部门、办事处、信访等部门多方

协调处理，但因为物业、住户、经营

户多方利益纠葛及历史遗留问题等

因素，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处

理。近期，射洪县城管执法局通过

多方调研、走访，经规划部门查询

认定该处未规划设置亭棚，期间也

按程序及时将《整改通知书》《自行

拆除告知书》送达当事人，但当事人

未按要求自行拆除。因此，射洪县

城管执法局联合公安、交警、住建、

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该违规构筑

物实施清除。 （全媒体记者 吕苗）

真暖心
老人行动不便

两名协警热心帮助获点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1

月 22 日早高峰，在市城区遂州路

与育才路交界处，一名行动不便的

老人正不时地左顾右盼准备过斑

马线，但看着过往的车辆和闪烁的

绿灯，老人却不知所措。此时，正

在该路口执勤的交通协警王浩宁、

张博发现后，立即走上前去。

“婆婆，这里过往的车很多，我

来扶你过马路吧。”见有交警帮忙，

老人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不少，

并连声向交警言谢。此时，另一边

的协警张博见后，立即对该路口的

交通进行了有效指挥，在两名交通

协警的帮助下，老人顺利走过斑马

线。

然而，当老人来到附近休息处

时，却突然因体力不支瘫坐在地

上，两协警见后，立即将老人扶到

了休闲座椅上，及时联系老人的家

属。不久后，老人家属及时赶到现

场，在向两位协警表达一番谢意

后，将老人送回了家中。期间，不

少路人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了这一

感人的瞬间，并对两名交警竖起了

大拇指。

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
统一拆除翰林茗苑 6处违章搭建

射洪多部门协同
依法拆除恒业旺街占道亭棚

多处违章搭建被依法拆除
去年已依法拆除数万平方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未经
部门审批，不得搭建任何建筑
物，然而，在利益和便利的诱
惑下，一些业主肆意妄为，频
频触犯法律底线。为确保城
市良好形象，维护广大群众的
公共利益，2018 年以来，市城
管局结合“2018 年群众最不满
意的 10 件事”，持续开展城市
管理专项治理行动，加大对违
章 搭 建 行 为 的 整 治 力 度 ，仅
2018 年就成功拆除数万平方
米的违章搭建，有效地震慑了
未批先建的“歪风邪气”。

2018 年 11 月中旬，在船山区

新桥片区的待拆迁区域，一些业

主在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

下，擅自搭建彩钢结构遮阳棚，数

量达 14 处。经开区城管局执法

人员发现后，多次对违建业主展

开劝导和制止工作，并讲解相关

法律法规，同时下达了《责令停工

通知书》和《限期拆除决定书》，最

终得到了违建业主的理解和配

合。对此，经开区城管执法局立

即展开部署，历经 4 天，最终将违

建物拆除，共计 1360 平方米。

同样发生在去年 11 月，在射

洪县卫生街一居民楼楼顶，一住

户趁着深夜，在顶楼违规搭建建

筑物。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却不料因作业噪音惊动了楼下居

民，最终射洪县城管执法局及时

介入，并成功将该处违建依法拆

除。

……

据统计，2018 年以来，市城管

局已在船山区、经开区、河东新

区、安居区等区域拆除数万平方

米的违章搭建。

问题

查处难成本高
业主频频阻挠执法

“拆除违章搭建看似简单，但

执法过程中的每一步却都显得困

难重重。”据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取证难是第一道坎儿，比如

有些明明是违章搭建，但面对执法

人员劝导，业主就是不承认、不见

面、不配合，最终执法部门只能走

强拆程序，待程序完全合法后，违

建早已形成事实，失去了整治的有

利时机。二是人为阻挠，很多人对

于自己占用公共资源牟取私利的

行为根本无视，在他们眼里只有违

建所带来的高附加值和高回报，面

对执法人员的坚决态度，一些违建

业主便采取各种手段阻碍执法，并

且有意煽动群众，博得同情，制造

舆论，甚至还有人威胁恐吓执法人

员，甚至打骂执法人员。

“除了违建业主给拆除工作带

来的压力，拆除工作本身也存在压

力。”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拆除违建

也需要花费成本，特别是遇到高层

违建，如果需要高空作业或使用重

型吊车，费用压力就更大了。同

时，违章搭建行为反弹性较高，范

围较广，拆除工作往往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措施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市民意识
对违章搭建行为实行“零容忍”

治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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