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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记者刘硕 陈
菲）“将抓紧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名义研究提
出立法建议，协助相关主管部门修改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实施条例，从顶层设计上堵塞预付卡消费
领域监管漏洞。”

这些回应，来自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对全
国人大代表鲍文波、刘蕾、韩振东《关于探索

预付卡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推动相关法
律完善的建议》的答复文稿。

高质量答复代表委员建议提案是检察机
关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的重要责任，
是代表、委员了解、支持检察工作的重要途径。

2020 年，最高检共承办全国人大、全国
政协交办的代表、委员两会期间提出的建议
提案 261 件，其中建议 204 件、提案 57 件。

最高检办公厅副主任肖玮介绍，为了促
进提升最高检各部门承办代表委员建议提
案答复文稿的质量，最高检从 2018 年开始连
续三年组织开展“全国两会建议和提案优秀
答复文稿评选活动”，对最高检各部门产生
了明显的激励作用，建议提案办理质量不断
提高，与代表、委员的联络沟通更加紧密。

肖玮说，承办建议提案的各检察厅通过

上门走访代表、委员以及邀请参加调研等方
式，给出了精准、切实的答复，不仅得到了代
表、委员的认可，也促进了有关工作开展。

据悉，下一步，最高检将对建议提案的
办理情况进行跟踪落实，并组织梳理 2018 年
以来短期内不能办结、需要持续办理的情
况，跟进答复，持续以建议提案办理推动检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记者罗沙）
律师队伍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针
对律师执业过程中遇到的难点、痛点、堵点
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14 日联合发布
关于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的意见，
并上线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方便律师
参与诉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这份意见明确提出，人民法院为依法
执业的律师（含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提供
集约高效、智慧便捷的一站式诉讼服务，并
为律师助理在辩护、代理律师授权范围内
开展辅助性工作提供必要的诉讼服务。

律师身份一次核验后，可以通过人民
法院律师服务平台、诉讼服务大厅、12368
诉讼服务热线等线上线下方式在全国法院
通办各类诉讼事务。

据悉，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https://
lspt.court.gov.cn）可为律师提供 35 项在线诉
讼服务。目前网上立案、调解、申请退费、
掌上法庭等 26 项功能，全国四级法院已经
全部实现；网上送达、保全、鉴定、12368 热
线咨询查询和意见反馈 6 项功能，在使用最
高法统建平台的地区全部实现；网上阅卷、
庭审、交费 3 项功能，在具备实现条件的全
国 80%、71%和 69%的法院已经实现，其他法
院因不具备对接条件、个别地区机制尚待
理顺等原因，正在逐步推进。

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移动微法院”，
也可找到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

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钱晓晨介
绍，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例如，针对长期困扰律师的排期冲突
问题，意见提出开发排期避让自动提醒功
能，律师可以结合实际向法院提供需要避
让的信息。

这份意见还提出，人民法院建立律师
参与诉讼专门通道，为律师提供“一码通”
服务。律师可以使用律师服务平台生成动
态二维码，通过扫码或者其他便捷方式快速
进入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场所和审判法庭。

司法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积极推动应
用律师电子执业证，支持律师使用律师身

份核验平台亮证功能或者律师电子执业证
快速进入人民法院，办理各类诉讼事务。

司法部律师局一级巡视员王学泽说，
为加强律师权利救济，意见要求建立健全
法官与律师互评监督机制，律师可以通过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律师服务平台对诉讼
服务事项进行满意度评价，或者提出意见
建议。他同时表示，不只是社会律师可以
接受一站式诉讼服务，广大公职律师、公司
律 师 、基 层 法 律 服 务 工 作 者 等 也 同 样 适
用。欢迎广大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积极使用律师身份核验平台和律师服务平
台在线办理诉讼事务。

青海西宁打掉特大制售
假酒团伙

涉案金额1.7亿
抓获40名嫌疑人

新华社西宁 1 月 14 日电（记者吴刚）
近日，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打掉

一涉案金额达 1.7 亿元的特大制售假酒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40 人。

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介绍，2020 年

6 月，城中分局通过摸排，发现一条制售假

酒线索。经查，犯罪嫌疑人林某夫妇及其

亲属 4 人长期制贩假冒高端品牌白酒，以

同乡作案、多省互通、分区分工为特征，集

“生产、批发、销售”全链条于一体，大肆进

行非法经营活动。2020 年 7 月 31 日，城中

分局依法对林某等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案进行立案侦查。

经侦查，自 2014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

林某等人在西宁市设立 5 处仓库，从省外

组织、运输大量假冒品牌白酒，以正品酒

20%左右的价格向多个烟酒商铺批发销

售。此次行动，捣毁制假窝点 2 处、生产

线 2 条，起获存储仓库 5 处，查处销售商

铺 30 处，查获假冒高端白酒品牌涉及 10

余种商标，合计 5817 箱共 3.49 万瓶，查封

各类商标标识、包装盒（袋）、空酒瓶、劣

质原料酒等各类制假物资约 25 吨，查扣

涉案车辆 6 台。经统计，涉案金额已达

1.7 亿余元。

截至目前，此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40

名，已刑事拘留 31 人，取保候审 9 人，冻结

涉案资金 995.47 万元。

司法部新规强化司法鉴定职业
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

提高司法鉴定
质量和公信力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记者白阳）最近，一些地方发生
司法鉴定从业人员违反司法鉴定程序、对鉴定结果造假等问
题，严重影响司法鉴定机构公信力。司法部日前出台新规，
要求强化司法鉴定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培育崇尚法
治、科学严谨、客观公正、廉洁自律的行业精神。

这份《司法鉴定教育培训工作管理办法》明确，要教育引
导广大司法鉴定人立足公益属性，践行为民理念，恪守职业
操守，依法公正诚信执业。

要推进司法鉴定人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建设，提高司法鉴定人队伍政治素质、法律素养、专业技能和
职业道德水平，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坚持将能力培
养贯穿始终，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和业务能力培训，不断提高
执业水平。

办法要求，要紧紧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诉
讼活动、服务公共法律服务事业，着眼司法鉴定行业发展，开
展大规模培训，全类别覆盖，全员参加，持续提高司法鉴定人
整体素质。司法鉴定人应当积极参加教育培训活动，完善知
识结构、增强创新能力、提高专业水平。司法鉴定机构应当
积极组织本机构司法鉴定人参加教育培训。

跨境赌博
线下转线上

江西全链条发力“治赌”

新华社南昌 1 月 14 日电（记者赖星）记者从江西省公安
厅 14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针对跨境赌博线下转线
上的现象，江西围绕跨境赌博的“人员链”“资金链”等进行

“全链条”打击。2020 年以来，全省累计侦办跨境赌博案件
336 起，打掉实体赌场和网络平台 55 个，查扣、冻结涉案资金
约 27 亿元，封堵境外涉赌网站 13.3 万个。

据介绍，近年来，国际博彩集团与国内犯罪团伙利用真
人娱乐场、网络彩票、网络游戏等多种形式开设网络赌场，呈
现出了“组织化、国际化、产业化、链条化”等特征。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受边境管控和航空管制等因素影响，出境赌
博大幅萎缩，网络赌博成为吸赌招赌的主要方式。

对此，江西警方围绕跨境赌博的“人员链”“资金链”“技
术链”“推广链”进行全链条打击，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例
如，江西警方会同互联网管理部门强化“技术链”治理封堵措
施，对跨境赌博、非法彩票信息开展全面排查，2020 年以来，
封堵境外涉赌等网站 13.3 万个，注销和关闭赌博信息网站
208 个。

2020年承办261件全国两会建议提案

最高检给出精准切实答复

保障律师执业
人民法院“一站式服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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