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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首次发布惩治金融犯罪白皮书
一年来共批捕金融犯罪案件 160 件 230 人、起诉 262 件 488 人

重庆市检察机关惩治金融犯罪白皮书正式发布。▲
▲

新闻现发布会场。

领域中小投资者保护公益诉讼制度。
近年来，重庆检察机关在“专”字上下功
夫，严厉打击金融犯罪，强化工作协调联动，
建立专业办案机制，以高标准、专业化办案服
务保障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2019 年，全市三级检察院在全国率先完成内
设机构改革，全面设立经济犯罪检察部，构建
起批捕、起诉、诉讼监督一体化办案新模式。
同时，选拔 10 名办案骨干组建全市检察机关
金融犯罪案件刑事检察专业团队，落实专业
人才集约化管理，推行
“捕、诉、研、教”一体化
工作机制，不断提升金融办案整体水平。
2019 年 3 月，按照最高检有关部署，重
庆市检察院专门成立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
地，并组建证券期货犯罪刑事检察专业团队，
保障基地高质量发展，发挥办案示范引领作
用。该基地也是全国检察系统七个办案基地
之一。
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重庆市渝中区、
江北区检察院专门成立金融犯罪检察部，其
中江北区检察院还在当地江北嘴金融中心设
立金融检察办公点，积极服务保障重庆内陆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典型案例
发布会还公布了 2019 年度重庆市检察机
关惩治金融犯罪的四起典型案例，分别是：重
庆市渝中区检察院办理的温某某、
欧某某收买
信用卡信息、妨害信用卡管理案；重庆市渝北
区检察院办理的余某某、
付某某等伪造金融票
证、信用卡诈骗案；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办理
的杨某某等非法经营案；
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
办理的文某某等9 人贷款诈骗案等。

北京已完成外卖、快递等人员核酸检测采样118万人
北京高考将分类施策全力保障考生健康
据新华社电 在 29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
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绍，北京高考将采取
压缩每考场人数、入场健康检测、考试全程佩
戴口罩、考点考场消毒通风等举措，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

每考场考生人数从 30 人减至 20 人
据介绍，2020 年北京市高考将在 7 月 7
日至 10 日举行，其中 7 月 7 日至 8 日为全国
统一高考时间；7 月 9 日至 10 日为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时间。
李奕介绍，全体考试工作人员在考前进
行核酸检测，严格落实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
健康状况登记、考试全程佩戴口罩、考点考场
消毒通风、入场体温排查等防疫措施。考前
每天掌握考生健康状况，特别是考前第 14 天
和第 3 天，由区考试中心会同卫生健康部门，
在各学校、各报名单位的配合下，对所有考生
进行健康状态监控，无异常的考生可正常参
加考试。
李奕介绍，今年高考还将降低考场人员
密度，将每考场考生人数从 30 人减至 20 人。
每个考区设置 1 至 3 个备用考点校，
用于提前
安排考前身体状况异常、集中医学观察、居家
观察或居住小区封闭管理阶段考生的考试。
每个考点校设置不少于 3 个备用考场，
用于安
排考试当天入场时健康检测异常或考试过程
中身体状况异常的考生考试。每个考点校增
设 1 名由卫健部门或疾控机构安排的副主考，
负责疫情防控常规工作和突发情况处置。
此外，北京还将妥善安排特殊考生，建立

“一类一策”
工作方案。李奕表示，
对于集中医
学观察的考生，安排在备用考点单人单场考
试，由各区专门安排车辆送考，实行全程封闭
管理；
对于居家观察或居住小区封闭管理阶段
的考生，安排在备用考点参加考试，考生座位
间距应不小于 2 米；
对于考试当天临时出现发
热等症状的考生，
安排在备用考场考试。考前
健康监控如发现考生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
症状感染者，须经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
医疗机构专业评估后，
再行个案研究考生考试
相关事宜（目前暂无此类考生）。

已完成核酸检测采样 118 万人
在 29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陈言楷介绍，新发地聚集性
疫情发生以来，北京推动农贸市场、餐饮食
堂、商超、外卖、快递、美发美容等行业所有从
业人员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已完成采样
118 万人。
陈言楷介绍，6 月 15 日以来，北京共摸排
15.7 万家市场经营主体，包括 319 家农贸市
场，8.2 万家餐饮食堂，商超、便利店、菜店等
5.9 万家以及 1.6 万家美发美容店。截至目
前，10.6 万家已开业场所每日均按照消毒指
引要求规范完成环境消杀工作。
近 3 日，北京共出动执法人员 3.1 万人
次，检查各类市场主体 2.9 万家次，对检查过
程中发现的防疫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陈言
楷介绍，北京市严肃查处借疫情防控哄抬价
格等违法行为，坚决维护市场价格平稳有
序。6 月 12 日以来，共出动价格执法人员
1.97 万人次，
检查商户 2 万余户。

▲

6 月 29 日，重庆市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正式发布《2019 年重庆市检察机关惩治
金融犯罪白皮书》
（以下简称“白皮书”
），并公
布惩治金融犯罪典型案例。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19 年，重庆
检察机关共受理金融犯罪审查逮捕案件共计
251 件 347 人，批准逮捕 160 件 230 人；受理
金融犯罪审查起诉案件共计 357 件 642 人，
起诉 262 件 488 人，以上案件共涉及 24 个相
关罪名。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白皮书》共分 4 个
部分，包括全市金融犯罪案件基本情况、全市
金融检察工作情况、金融犯罪案件的主要特
点、对策建议等内容。
该《白皮书》显示：近年来，新型金融案件
疑难复杂程度明显加大，呈现出犯罪手段不
断翻新，隐蔽性和迷惑性增强；犯罪影响面
广、办案难度大；犯罪手段呈网络化、专业化
发展等趋势，集中表现为六大犯罪特点。一
是非法集资犯罪呈现“互联网+”的特点，犯
罪危害性增强；二是设计较为复杂的返利模
式，犯罪隐蔽性增强；三是以高科技、技术热
点为幌子，犯罪隐蔽性增强；四是保险诈骗手
段呈多样化特征，防范难度较大；五是通过非
法买卖外汇方式洗钱的产业链“浮出水面”；
六是互联网金融催生新的犯罪形态。
“《白皮书》既是去年金融检察工作的一
份‘成绩单’，也是研判和预防本地金融犯罪
风险的一张
‘体检表’。”重庆市检察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结合司法实践中发现的金融风险
点，
《白皮书》提出 3 项针对性建议：建立司法
机关与金融行政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
健全金融违法犯罪案件移送机制，探索金融

相关新闻 市检察院与重庆银保监局
共建协作机制共防金融风险

6 月 29 日，记者从市检察院获悉，市检察
院、重庆银保监局共同签署了《关于在惩治金
融犯罪、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中进一步加
强协作配合的会议纪要》，双方将建立六项协
同防范金融风险工作新机制。
一是建立金融案件会商制度。检察机关
在审查金融犯罪案件中，对案情重大、疑难复
杂、争议较大的，可邀请相对应的银保监局
（分局）参加案件会商，对案件中涉及有关银
行、保险业的专业知识，内部操作规范，相关
行业规定等进行专业咨询，联合开展金融风
险评估、舆情应对、应急处置等工作。
二是建立金融风险通报制度。各分院、
区县检察院对于办案中发现有关银行、保险
等金融机构存在依法依规经营制度不健全、
管理不到位、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应当向
涉案单位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提示金
融风险，并抄送同级银保监分局。对于一定
时期某类金融犯罪案件多发、频发，或者发
生的重大案件、典型案件暴露出明显的监管
漏洞，需要督促同级银保监分局加强和改进
金融监管的，应当及时向同级银保监分局提
出检察建议，并抄送市检察院、重庆银保监
局。对于重大金融犯罪案件，市检察院应当
及时向重庆银保监局通报案情，银保监局应
当及时采取监管措施，做到行政执法和刑事
司法相衔接。

三是建立从业人员违法信息共享制度。
市检察院负责收集银行业保险业从业人员涉
嫌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的起诉、不起诉案件信
息，供重庆银保监局在银行、保险企业高管任
职资格审查中使用。重庆银保监局负责收集
对从业人员作出行政处罚的信息。
四是建立案件双向移送制度。银保监
局在依法查处金融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
涉嫌构成犯罪，应当依法及时移送公安机
关或监察委员会。同时移送案件后，七日
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同级检察机关。同级检
察机关及时做好案件登记，跟踪案件侦办
情况。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作出不起诉
决定后，认为应当由银保监局给予其行政
处罚的，应当提出检察建议。银保监局在
作出处理决定后，七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
检察机关。
五是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共同建立全市
金融专家库，制定专家库管理有关制度，聘请
金融监管、司法方面的专家、学者，为金融执
法、司法工作中提供智力支持，实现“两法无
缝衔接”，
信息共通共享。
六是建立联合培训、宣传制度。双方在
业务培训中加强相互沟通和协作，通过邀请
授课、定期开展业务交流活动、联合举办培训
等方式，
共同提高金融执法司法能力。
文/刘妍君、满宁、晏晶 摄影/江泳

太火啦！7天前才中649万 昨晚又中1000万
继上周三石柱彩民喜中 649 万元大奖后，昨
晚，我市彩民又实现了体彩大乐透大奖好运接
力：来自万州区 37615 号体彩销售网点的彩民
喜中体彩大乐透第 20056 期头奖 1 注，奖金高达
1000 万元。
据了解，当期体彩大乐透开奖号码为前区
“03、11、25、29、34”，后区“03、06”。全国共中
出了 2 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 万元，其中 1 注
一等奖花落万州区西山车站入站口的 37615 号
体彩销售网点。
开奖数据显示，这注 1000 万元一等奖出

自一张 50 元的单式多期投注票，稍显遗憾的
是，由于中奖者未进行追加投注，导致其仅少
投入了区区 1 元，便与 1800 万元追加头奖擦
肩而过。
作为重庆人经常中得千万大奖的彩票游
戏，体彩大乐透究竟怎么玩？简单来说，大乐透
就是从“01-35”35 个号码中选 5 个号码，再从
“01-12”12 个号码中选出 2 个号码，组合成一注
号码进行投注。重庆是体彩大乐透的中奖福
地，目前重庆人中奖奖金排行第一的就是大乐
透送出的 1.77 亿巨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