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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检察机关聚焦涉民企犯罪问题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释放司法善意 护航民企发展
近日，抚顺市民营企业家沈某了却了
关的建议下，去年全省共有 61 名民营企业
一桩困扰他 10 年之久的“闹心事”。2010
涉案人员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其中
年 2 月，沈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监视居
企业法定代表人 23 人，数十家企业在涉罪
住，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未予批捕，后经
状态下得以维持正常生产经营。
多次补充侦查仍未能取得更多有效证据，
2020 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依法惩治
也未依法作出其他处理。直到近期，沈某
侵害企业权益犯罪活动，加大打击黑恶犯
的案子画上了句号。
罪工作力度，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公正平等
参与市场竞争，提升企业安全感。全省检
去年，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联合开展
察机关共批捕非法高利放贷、欺行霸市、强
了涉民企“挂案”集中清理行动，沈某的案
子在这次行动中得到了清理。集中清理期
揽 工 程 等 黑 恶 犯 罪 嫌 疑 人 844 人 、起 诉
2883 人。严厉惩处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间，全省共排查出“挂案”395 件，截至目
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加大了对驰名商标、发
前，已为 283 名像沈某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明专利、涉外知识产权以及高端制造、智能
扫除烦恼，案件清理率达 71.64%。
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全省检察机
制造、互联网产业等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
关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护力度。全省检察机关起诉侵犯知识产权
犯 罪 164 件 365 人 ，为 营 商 环 境“ 祛 邪 扶
不断创新理念，抓住涉及民营企业犯罪问
正”
。
题这个关键发力，加大工作力度，细化工作
与此同时，省检察院还积极探索完善
措施，充分发挥法治在保护权益、惩治违
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办案模
法、促进创新中的激励约束作用。
式，全面实施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义务告
同时，全省检察机关着力强化法律监
知制度，
为创新驱动保驾护航。
督，坚持“少捕慎诉”，认真开展涉非公经济
此外，各级检察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加
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工作，不断向广大
强业务指导，畅通检企交流渠道。省委统
民营企业释放司法善意。
战部、省检察院、省工商联联合印发了《关
去年 1 月至 11 月，全省检察机关办理
于建立健全与民营企业沟通协商机制的实
的民营企业涉罪案件不捕率为 41.15%，不
施意见》，健全完善了倾听企业家意见建议
诉率为 20.5%，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分别
的长效机制。省检察院牵头协调省市场监
提高 15.05 个百分点和 9.3 个百分点，民营
督管理局、省税务局等 9 个部门联合出台
企业在涉罪情形下，合法权益得到了更充
分的保障。对在诉讼程序中的犯罪嫌疑 《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
见》，通过检察机关、行政机关、涉罪企业三
人，检察机关根据犯罪情节、取证情况，对
方博弈，引导各市场主体服从行政监管、合
改变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不影响诉讼正
规管理经营。
据《辽宁日报》
常进行的，及时提出变更建议。在检察机

朝阳两名环卫工人拾到
价值300
价值
300万元金锭还失主
万元金锭还失主
1 月 9 日，朝阳市民马大爷不慎将价值
300 万元金锭遗失，恰好被在此路段进行
清扫作业的史忠玲、毛桂艳拾获，两名环卫
工人通过与失主确认物品性质及数量后，
当场将价值 300 万元的金锭返还失主。
1 月 9 日 14 时，朝阳市民马大爷骑着
自行车在南大街行驶，骑行期间，突然对向
疾驰过来一辆轿车，老人本能躲闪，挂在自
行车上装有 4 块金锭的白色帆布袋遗落街
头。此时，正在此地进行作业的朝阳市环
境集团道路机扫分公司史忠玲和垃圾排放
分公司毛桂艳两名环卫工人发现路面上有
一个白色袋子，便上前将帆布袋拾起，放在
了“蜗牛车”上继续进行清扫作业。
“当时只是感觉这个袋子挺沉的，有 4
块铁块似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多想，寻思
看看一会儿是不是有失主来找。如果没
人来找，就上报公司了。”环卫工人史忠玲
介绍说。

马大爷发现装有金锭的袋子不见后，
一面拨打 110 报警，同时又给儿子挂了电
话，马先生火速赶到南大街附近，和父亲一
起寻找遗落的金锭。
“大姐，您在这附近看到过一个白色袋
子吗？”马先生和马大爷一起沿路寻找，并
向正在南大街进行清扫作业的环卫工人史
忠玲问道。
“你说说袋子是什么样子的？里
面都有啥？”
“一个白色的帆布袋，里面装有
4 块金锭。”马先生说。
“ 哎呀妈呀，是金子
啊！”史忠玲说道。经过仔细核对物品性质
及数量后，两名环卫工人当场将 4 块金锭
交还失主。金锭失而复得，失主感激不尽，
当场拿出现金向史忠玲、毛桂艳两名环卫
工人表示感谢，但均被二人婉言谢绝。经
估算，这 4 块金锭价值 300 万元。
“干我们这个工作，捡到东西是常有的
事，这次只是尽了我们环卫工人的分内职
责。
”
史忠玲和毛桂艳说。 据《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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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税务出台
“四不得”
保障税费缴纳顺畅
为更好地服务纳税人、
缴费人，
近
日，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提出
要求，强调在今年首个“大征期”到来
之际，
全省税务系统要做到
“四不得”
。
税务“大征期”指的是按月或季
申报的纳税人、缴费人都要进行全税
（费）种申报的期限。届时，激增的
“报税潮”可能给信息系统带来超常
压力。
“ 四不得”的提出，就是为了增
强全省税务系统的风险意识，保障税
费缴纳顺畅。
“ 四不得”包括：税务部
门不得进行大规模数据查询和下载
加工，不得对硬件、网络等基础环境、
相关配置等做变动，不得在正常工作
时段进行批量业务数据处理，不得出
现值守方面的缺漏。
为真正压实“四不得”责任，省税
务局结合实际，扩大风险排查范围，
截至目前排查出风险点 12 处，发现
的 33 个问题已全部整改。根据当地
各税费申报的特点，综合考虑纳税人
类型、规模、办税习惯等诸多因素，省
税务局制定了错峰计划，防止出现办
税服务厅聚集和系统拥堵现象，实现
均衡申报。结合疫情防控工作，省税
务局特别提醒纳税人、缴费人，最好
通过电子税务局、辽宁移动办税 APP
等“非接触”渠道办理涉税费事项业
务。
据《辽宁日报》

东北首座
“五位一体”
综合能源服务站试运行
记者 1 月 11 日获悉，我省第一个
建成的氢能产业项目——中石化北
方能源（大连）有限公司盛港综合能
源服务站近日试运行。这也是东北
地区首个集合氢气、充电、汽柴油、
LNG（液化天然气）、跨境电商的“五
位一体”能源供给及连锁便利服务新
型网点。该项目将充分发挥辽宁自
贸试验区大连片区在氢能及燃料电
池领域的产业引领带动作用，助力大
连市氢能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建设。
盛港综合能源服务站于去年 10
月 9 日开工建设，
总面积为 1.5 万平方
米，
分五大功能区域——加油作业区、
氢能作业区、LNG 作业区、汽车充电
区、
易捷跨境综合服务区。其中，
公交
车停靠场站可停靠 20 辆公交车，
为氢
能公交车上线运营提供保障，并给未
来发展预留了空间。综合服务体区域
主要提供跨境商品展示、销售服务及
电动车辆充电服务。 据《辽宁日报》

沈阳189万余人次
无偿献血

新年新气象 冬季施工忙
新年新气象。盘锦辽东湾新区一开年就立即抢抓冬季施工契机，围绕加快产业
发展、夯实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全力推进 45 个冬季施工项目。
为确保冬季施工顺利推进，辽东湾新区不断完善项目服务管理体制，通过采取
“项目管家”走一线、项目专班破难题等工作模式，实施“一项一策”调度机制，及时排
查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图为盘锦伟英兴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冬季施工现场。
据《辽宁日报》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
门表彰全国 2018—2019 年度在无偿
献血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
个人。沈阳市已经连续十六年获得
“无偿献血先进城市”
称号。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189 万余人
次参加无偿献血，献血总量近 60 万
升，实现临床用血 100%来自无偿献
血。沈阳市没有发生一起采供血安
全事故，没有发生一例经采供血途径
传播的疾病。
据《辽沈晚报》

丹
东

开建智能
排水泵站

顶着冬日里的寒风，在鸭绿江大街佳兆
业壹号项目区内，丹东市十五排水泵站改造
工程正在进行。此项工程是丹东市排水泵站
改造项目中的一部分，同步进行施工的，还有
位于曙光路西侧的一排水泵站改造工程。改
造后的排水泵站，计划于 6 月中旬汛期来临
之前投入使用，保证周边区域安全度汛。
施工负责人介绍，一排水泵站位于曙光
路西侧、滨江东路北侧，规划设计流量为每秒
21.7 立方米，规划用地面积约 1 公顷；十五排
水泵站为雨水强排水泵站，位于鸭绿江大街
佳兆业壹号项目区内。十五排水泵站设计排
水 量 为 每 秒 19 立 方 米 ，规 划 用 地 面 积 约
0.504 公顷。升级改造后的一排水泵站和十
五排水泵站将设计成无人值守的高标准自动
运行智能排水泵站，只需少量的设备维修人
员就能保证正常运行，远程操控更加方便快
捷。建设中的排水泵站装机容量是丹东市现
有泵房中最高的，排水能力在市区已建成的
排水泵站当中也是最强的，可以更快更好地
满足排水能力要求，减少路面积水，解决城市
内涝问题。
据《辽宁日报》

锦
州

出台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指导意见

1 月 11 日，记者在锦州市凌河区龙南小
区 3 号楼看到，锦州老旧小区第一个加装的
外挂电梯一年来运行良好，居民满意。近日，
锦州市出台了《锦州市城镇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指导意见》，对城镇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适
用范围、加装条件、资金筹措等居民关心的重
点问题进行了明确。
意见明确了住宅加装电梯的适用范围为
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并投入使用，未设电梯，
近期未列入房屋征收范围或计划的城镇既有
住宅。坚持“业主自愿、充分协商、政府引导、
简化手续”
的原则，
满足安全、
设计、
实施要求。
加装电梯在实施要求上，遵循加装电梯
应当经所在楼栋的业主同意，并就加装电梯
工程费用的筹集以及电梯运行、保养、维护等
费用的分摊达成书面协议。加装电梯拟占用
业主专有部分或者影响业主专有部分采光、
通风的，
还应征得该专有部分业主同意。
加装电梯资金根据所在楼层等因素，由
业主按照一定的分摊比例共同出资，分摊比
例由共同出资业主协商确定。可以使用房屋
所有权人名下的住房公积金，也可争取原产
权单位、原房改售房单位的资金补助及社会
投资等其他合法资金来源。 据《辽宁日报》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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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去年开行
数量增加近八成

2020 年全年，沈阳开行中欧班列总量定
格在 376 列，开行数量位居全国第九，同比增
加 79.05%；累计发运 30966 个国际集装箱标
箱，同比增加 64.5%；累计承运货值 16.41 亿
美元，同比增加 85.21%；在东北地区市场占
有率达 63.96%，同比增加 12%。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沈阳中欧
班列逆行而上，第一时间复工复产，并快速恢
复常态化运营。随后通过口岸拓展，沈阳中
欧班列实现满洲里、二连浩特和绥芬河三大
口岸通道同时运行。同时，运营方通过整合
全球内贸海运与陆运资源，为沈阳中欧班列
开通了国际中转通道，搭建了贯通南北、横跨
亚欧的多式联运网络。目前，沈阳中欧班列
可到达欧洲 20 余个国家的 40 余个城市，通过
公铁联运可覆盖欧洲全境。 据《辽宁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