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天气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东南风3~4级，气温11～18℃。（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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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2日0时-24时，枣庄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截至3月22日24时，枣庄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24例，已全部治愈出院。

目前共追踪到密切接触者925人，已全部解除医学观察。
当前疫情尚未解除，国际疫情快速蔓延带来的输入性风险

不断增加。希望广大市民不要放松警惕，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共同夺取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3月23日

枣庄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

3月21日下午，在湖北黄冈奋战近两个月的29名枣庄“白衣战士”实

现了零感染、零掉队，交上了一份完美的“黄冈答卷”，回到济南遥墙机

场。至此，我市两批共43名驰援湖北医疗队员已全部平安返回，他们将

在济南隔离休养14天后返回枣庄。

（记者 王龙飞 图片由驰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提供）

我市驰援黄冈“白衣战士”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市检察机
关依法履行检察职能，充分发挥“互联
网+检察”的技术优势，严格依法追诉、
惩治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
序、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办案高效便捷
助力疫情防控

“疫情发生以来，枣庄检察机关对每
一起涉疫情刑事案件由专案组或专人办
理，加快案件受理、审查、移送、流转速
度，努力做到‘当日来、当日转、当日
办、当日送’，绝不在检察环节贻误战
机。”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敬艳
告诉记者。

为确保涉疫情案件的依法及时办理，
全市检察机关根据山东省检察院《关于建
立涉疫情刑事犯罪快速反应机制的通知》
要求，坚持“疫情防控和依法办案两不
误”，确保“检察工作不断档，服务群众
不松懈”。突出打击重点，明确对13类犯
罪依法严厉打击，特别是对故意隐瞒病
情、行程、接触史以及暴力伤医、制假售
假、非法经营、造谣传谣等严重犯罪行

为，从重从快追究刑事责任。为抓好疫情
防控期间检察环节重点业务工作，全市两
级院成立了“涉疫情防控检察业务指导工
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迅速建立了涉疫
案件检察环节快速办理机制，细化分工和
落实方案，建立了“枣庄刑事检察”微信群，
制发、转发工作通知、办案经验做法，建立
干警值班制度，专人“日调度”、“零报告”和

“案例专报”制度，搭建了高效完善的工作
推进和责任落实体系，实现对上汇报及时
精准、对下指导调度迅速有力、对外与各
司法相关部门协调顺畅。

截至目前，全市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
入涉疫情刑事案件20件23人，受理各类
刑事案件 143 件 247 人 （涉疫情 2 件 2
人），审查后批准逮捕 37 件 64 人 （涉疫
情1件1人）、提起公诉26件29人 （涉疫
情1件1人），无一出现超期或错案。

薛城区检察院提前介入办理的张某某
诈骗一案，张某某利用他人急于购买一次
性外科医用口罩用于疫情防控的心理，使
用他人身份证件以及网上下载的口罩照
片、视频，骗取被害人信任，以虚构的
14 余万个一次性外科医用口罩待售为由
收取货款及定金，骗取被害人钱款7万余

元。该院提前介入后，2月6日侦查机关
提请逮捕当天就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并于 2 月 14 日受理移送审查起诉当日就
依法将案件起诉到法院。法院当天就以被
告人认罪认罚适用速裁程序开庭审理，全
部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并当庭宣判张某
某有期徒刑 1 年 10 个月，并处罚金 2 万
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互联网+检察”
提升办案效率

疫情面前，面对既定的讯问、询问和
答复、回复的工作需求，我市检察机关优
先采取“互联网+检察”办案模式，既能
以防疫工作大局为重，又能充分利用既有
资源妥善办案，确保不因疫情造成案件办
理断档不延续，确保不因疫情阻隔群众的
需求。我市两级检察机关一线办案人员加
强“在线办案”方式的熟悉和应用，特别
是“学习强国”视频会议系统以及其他语
音和视频成熟平台，实现证据的有效固定
收集，办案文书网上顺畅流转、案卷电子
化存储管理，实现一线检察官、检察辅
助、司法行政人员的全面、全程能用、会
用、熟用。

2月12日，在技术部门的支持下，市
中区检察院检察官黄明明使用互联网设备
远程视频“出庭”，以远程视频的方式对
被告人李某危险驾驶罪一案进行网上支持
公诉，这是全市首次检察官通过网络远程
视频支持公诉的案件；2月21日，滕州市
检察院检察官王利娟通过互联网庭审系统
和远程提讯系统互联方式的远程庭审，依
法对李某某强奸、抢劫、抢夺案支持公
诉；山亭区检察院、台儿庄区检察院坚持
防疫履职两不误，开展远程提讯犯罪嫌疑
人、远程庭审、电话听取辩护人意见 40
余人次，既保证了案件正常依法高效办
理，又落实了隔离防控的要求，最大限度
地减少了人员接触，防止疫情传播，确保
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互联网+检察”办
案带来的红利。

坚持法治底线
严格依法办案

“两高两部”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妨
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
罪的意见》后，我市检察机关及时下发通
知，组织逐案对照梳理，结合案件具体情
况、情节， （下转第二版）

为战“疫”提供司法保障
——我市检察机关统筹推进高效办案依法办案纪实

本报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李晓波 党策

凯旋凯旋

队员展示黄冈市民赠送的锦旗 返程前队员们在黄梅戏大剧院前合影留念

本报讯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两个月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4.8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 （下同） 下降 8.7%。其中，出口 14 亿
元，下降9.1%；进口7659万元，增长0.2%。贸易顺差13.3亿元，
缩小9.6%。

对东盟、美国、韩国和日本等进出口下降，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逆势增长。前2个月，欧盟为我市第一大贸易市场，
进出口2.5亿元，增长2.6%，占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7.1%；东盟为
我市第二大贸易市场，进出口1.5亿元，下降17%，占外贸进出口
总值的10.5%；美国为我市第三大贸易市场，进出口1.3亿元，下
降38.8%，占外贸进出口总值的9%。此外，对韩国、日本进出口
分别下降11.7%、25.7%。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5.6亿元，增长3.1%，高于全市整体增幅11.8个百分点，占全市外
贸进出口总值的37.8%，占比提升4.3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进出口小幅下降，占比提升。前2个月，全市民营企业
进出口9.8亿元，下降3.7%，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66.3%，占比提升3.4
个百分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5亿元，下降20%，占全市进
出口总值的16.6%，占比下滑2.3个百分点；国有企业进出口2.5亿元，
下降14.2%，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17.2%，占比下滑1.1个百分点。

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前2个月，全
市机电产品出口值 5.3 亿元，增长 5.1%，占全市出口总值的
37.5%，占比提升5.1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3.8亿元，下
降17.3%，占全市出口总值的26.9%，占比下滑2.7个百分点。

主要大宗商品进口涨跌互现。前2个月，全市天然及合成橡胶
进口2163.3万元，下降35.7%，占全市进口总值的28.2%。农产品
进口1918万元，增长6倍，占全市进口总值的25%。此外，钢材
进口1092万元，增长43.1%。

前2个月，我市外贸进出口出现下降，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和
春节假期延长因素影响。其中，受今年春节假期较去年有所提前的
影响，1月份全市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8.7%、11.9%和下
降41.7%。2月份进出口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较为明显，特别是节后
企业复工复产延后对出口的冲击较大，2 月当月进出口值下降
35.9%。受生产企业为复工备货及“未磨的辣椒干”等部分新增进
口商品等因素拉动，2月当月进口值增长1.5倍。 （薛亚萍）

前两个月全市外贸
进出口总值14.8亿元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3.1%

本报薛城讯 近日，随着薛城区企业逐渐复工复产，该区市场
监管局认真履行市场监管职责，落实各项职能措施，服务企业发
展，保障经济运行。

提高行政许可效能。推行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和
“预约办”，实行个体户营业执照、个体户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食品
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全程电子化注册登记，零见面办理。对必须
线下办理的事项，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的前提下尽快办理，做
到工作不松懈、服务不断档。

监管和服务相结合。组织检查人员深入企业一线，督促食品生
产企业加强人员健康、加工过程、原料采购、消毒清洁等方面管
理，确保出厂产品质量安全。运用各种政策和资源为企业复工复产
提供便捷高效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目前共办理动产抵押
登记2件，帮助企业融资500余万元。

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对长期停用特种设备复工复产进行专
项检查，加大对重大风险、薄弱环节、关键要害的特种设备生产安
全监察力度。目前，已检查各类复工复产特种设备使用单位30余
家次，并为复工复产企业尽快定检，避免定检率低、安全不托底的
情况发生，确保疫情期间特种设备使用安全无事故。

实施“多报合一”改革。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商务
等部门研究建立“多报合一”工作机制，通过政府网、薛城周讯、
电话提醒、微信统一公布年报公告、申报指南等信息，全面指导市
场主体自主填报年报并向社会公示。同时，将个体工商户的年报时
间由原来的6月30日延期至12月底。

严厉查处市场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查处销售“三无”产品、以
次充好、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有效维护市场秩序。截至目前，共
依法立案54起，移送公安侦办1起，罚没款50余万元。

（记者 姜爱民 通讯员 程玉娇）

薛城多措施服务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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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枣庄高新区一周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及改善排名
(2020.3.9-2020.3.15)

注：数据均为平台原始数据，未剔除沙尘天气影响，未经省厅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