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10日 星期四4 广告
XINGTAI DAILY

校对/刘丽娜 微机操作/刘晨红

本报地址：邢台市桥东区南园街2号（新华南路与南园街交叉口西北角） 邮政编码：054001 广告经营许可证：1305005000139号 广告电话：3129962 发行电话：3129980 全年定价528元 零售每份2元 印刷：邢台日报社印刷厂

坚持高位推进

着力构筑全线出击之势

思想上重视是打牢专项斗争的根基。为此，市委、市

政府第一时间强化组织领导，层层拧紧责任链条，迅速在

全市掀起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热潮。

——坚持高频次调度部署。按照中央、省委决策

部署，我市及时召开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大

会，制定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截

至目前，市委常委会听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汇报 9

次，市政府常务会研究 6 次，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召开各类会议 10 次。同时，结合

12 次中央和省扫黑除恶专项督导活动、检查活动发现

问题不足，先后组织由厅级和处级领导带队督导 5

次，及时调整工作重心，优化工作举措，有力保障了专

项斗争的顺利起步，有序推进和卓有成效。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有 6 期工作简报被省扫黑办转发。

——坚持立体化协同作战。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各成

员单位密切协作、主动作为，紧紧围绕案件办理中心任

务，着力构建工作联动、信息共享、问题联治协作机制。

特别是创新推出了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问题线索快

速双向移送和反馈机制，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涉黑涉恶腐

败和黑恶势力保护伞线索，纪检监察机关优先处置及时

反馈；对执纪监督、审查、调查、巡视、巡察中发现的黑恶

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截至目前，公安

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互相移送案件 40件，呈现出扫黑除

恶和“挖伞”反腐同部署、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坚持多元化组织保障。市、县两级和有关部门

均建立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配齐

配强专职队伍，统筹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扫黑除恶各项工

作；市、县两级财政均列支扫黑除恶专项经费，用于奖励

扫黑除恶线索举报和工作突出的政法干警；市综治办将

专项斗争成效列入平安建设年度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

决制度，专项斗争工作保障得到全方位强化，进一步激发

了各地各部门抓严抓细工作落实的积极性、主动性。

——坚持精准化落实责任。实行“市县乡村”四级书

记亲自抓，严格落实党委、政府扫黑除恶主体责任。各级

党委组织部门、公安机关、各行业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与村（居）党组织书记、公安派出所所长、乡镇相关站所负

责人进行谈话，谈话记录留档备查，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

基层。市扫黑办印发了《关于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到基层政法部门督导调研的通知》，要求县市区党委、政

府主要领导每半年到政法部门或乡镇进行一次扫黑除恶

专题调研。截至目前，各县市区书记、县长到 120 个乡

（镇）、所（队）专题调研专项斗争开展情况，当场解决问题

52个，有力推动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

坚持除恶务尽

着力形成联动作战之局

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一字之差，却是思想上

的提升、战略上的提升。

为确保专项斗争各项部署真正落地见效，我市结合

实际，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行业、领域，组

织各级各部门出重拳、下狠手，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

势开局。

以摸清底数为关键，开展拉网式线索排查。市县两

级扫黑办和各级公安机关通过自行摸排、部门上报、群众

举报、上级交办等方式，摸排涉黑恶线索数千条。在市县

主流媒体公布了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出台了群众举报奖

励办法。对每一条问题线索，严格落实公安局长、主管局

长、刑警队长“三长负责制”，全面认真核查。

以公正高效为原则，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实行快侦

快捕快审快判。公安机关通过综合用警、异地用警、指定

管辖、技术侦控等手段，深度经营、固定证据，相继打掉了

“隆尧王中旺”“邢台哑巴”“桥东二毛”“沙河、任县、开发

区村霸”等涉恶团伙。市检察院建立完善“捕诉合一”、协

作会商、“双包双督”、以公诉为核心的检察一体化、专人

专办、“保护伞”线索管理、备案审查、案件判决市县两级

院同步审查等八项机制，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提前介入案

件侦办，加大追捕、追诉、抗诉力度，依法惩处黑恶势力犯

罪。截至目前，追捕 45人，追诉 27人，抗诉 3件 12人，提

前介入105件，监督立案恶势力犯罪2件3人，发出检察建

议7份。

市中级法院采取领导包县、巡回督导、要案跟进等方

式，指导各基层院专项斗争开展和重点案件办理，做到全

程跟进、一案一策、通力支持。并与市公安局、检察院联

合制定了《关于本市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工作意

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涉黑涉恶案件协作会商工作的规

定》，进一步推动了扫黑除恶长效机制的建立。

以一案三查为重点，深挖彻查黑恶势力幕后关系

网。市纪委监委印发《邢台市纪委监委关于在惩治涉黑

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中深化“一案三查”的意见》，并

制定《邢台市纪委监委惩治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

件提级会审暂行办法》。市纪委监委组织精干力量对中

央督导组、省纪委交办的未办结案件，集中攻坚，加快进

度，确保取得重大突破；采取直查直办、提级办理、指定管

辖等方式，提高办案质效；抽调精干人员，充实力量，成立

专案组，明确侦办方向，全面深入细致核查，快查快结；深

挖彻查，对重点案件沿着“一条主线、三条支线”深挖彻

查，对相关责任人正在立案审查。在查办案件中，把黑恶

势力人员多、涉案金额大、作案时间长的恶势力团伙作为

重点，查清背后的利益输送问题。在挖“保护伞”的同时，

彻查涉及的腐败问题，倒查有关部门和人员失责失察失

教失管的领导责任。市纪委监委共收集“保护伞”线索百

余条，立案审查涉黑涉恶腐败 178人，立案调查 76人，给

予党政务处分88人；查处“保护伞”18人，102人因失职失

责被问责。

坚持深度宣传

着力凝聚全民参与之力

人民群众是黑恶势力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扫黑除

恶成效的最深刻感受者。要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全

面胜利，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与压实，更需要最大限度地

发动群众，共同打击黑恶势力、挖掘黑恶线索。

铺天盖地抓宣传，让越来越多群众知晓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为提高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和

参与度，激发全民参与的积极性，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常态化宣传的工作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的通知》，并会同市委宣传

部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

作方案》，每天在市级报纸、广播电视台，市区 46 条线

路的 820 辆公交车后窗 LED 显示屏和 2600 辆出租车的

LED 顶灯显示屏，市区主要路口七块电子大屏以及 181

家个体工商户安装的电子屏播放扫黑除恶宣传口号，

每日共计播放 40 万余条次，组织移动、电信、联通三大

营运商推送宣传短信 600余万条。市“两报两台”、网站

及新媒体刊播（发）稿件 900 余篇。制作扫黑除恶 30 问

宣传彩页 30 万份，宣传海报 16000 余份，展架 2400 个，

户外固定宣传牌 200 余个，在全市 5360 余个村（社区）

以及较大的商场医院、广场公园、酒店旅馆、银行市场进

行张贴、摆放，形成了浓厚宣传氛围。

突出战果抓宣传，让越来越多群众认同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市主要新闻媒体和新媒体矩阵群在重点版面、

重要时段、首页首屏统一开设《扫黑除恶在行动》专题

专栏，推出系列访谈，大力宣传党委政府扫黑除恶的决

心成效、工作举措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宣传相关法

律政策，持续做好政策解读；深入宣传一批可公开的典

型案例，彰显法律权威，充分展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进展成效。4 月 20 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三起典型案例；8 月

25 日，市纪委监委向社会通报 3 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

护伞”典型案例；9 月 3 日，我市法院对 4 起涉黑恶案件

进行公开宣判，12月底又对10起涉恶势力犯罪案件进行

了集中宣判……

一张张扫黑除恶成绩单，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称

赞。

注重激励抓宣传，让越来越多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为鼓励群众举报涉黑恶线索，我市出台了《关于

涉黑恶线索举报奖励实施办法》，对群众举报涉黑恶线索

或协助破案的，一经查实给予 1千至 3万不等的奖励，目

前已发放群众举报奖励金 2.5万元。我市还在在邢台日

报、牛城晚报、邢台广播电视台、广电网络和新媒体持续

刊登播发扫黑除恶宣传口号和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

畅通公众举报渠道，为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助力加油。在全市政务微博、微信、网站和客户端等“两

微一网一端”新媒体，综合运用视频、漫画、动漫等新形

式、新技术，通过网民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普及扫黑除恶

相关知识，发布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第一督导

组进驻河北》《警方原创动画宣传片为你揭露黑恶势力赖

以生存的方式》《一组漫画告诉你什么是黑什么是恶》等

新闻，并在 20个县市区政务微博、微信同步更新，总计发

布相关信息 600余条，总阅读量超过 1000万人次。全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已经做到了网络有言、报刊有文、

电视有影、广播有声、街头有标语、内容入人心。

坚持综合治理

着力提高正本清源之效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只靠政法

机关单打独斗远远不够。我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一

盘棋”思想，按照边扫边治边建的要求，深化日常行业监

管和基层组织建设，努力从源头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

土壤。

市委组织部围绕后进村整治“百日攻坚”行动，聚焦

“村霸村闹”和宗族恶势力干扰村务等“七个方面”重点问

题，对全市 5165 个行政村、172 个社区进行全面摸底排

查，确定了 309个攻坚重点村，均已于村“两委”换届前完

成转化，有效夯实了农村基层组织基础。今年以来，共组

织4次集中督导，开展3轮“回头看”，实地核查整顿情况，

进一步巩固了整顿效果。

市司法局组织全市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集中开展法

治学习和教育培训，深入解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文

件，引导社区服刑人员服刑期间遵纪守法，远离违法犯罪

和黑恶势力，有余罪的积极投案自首，有黑恶势力线索的

及时上报。同时，对全市 4000余名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涉

黑涉恶线索大排查，对排查出的重点人员建账立档，专人

负责，严格监管，确保在社区服刑期间不参加涉黑涉恶组

织、不实施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行为。

市国土局坚持一手抓国土系统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任务落实，一手抓打击非法采矿专项行动。印发了《邢台

市国土资源局开展国土资源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方案》及配套实施意见，将扫黑除恶任务进

行分解，落实到具体科室和相关责任人。目前共摸排线

索30余条，查处非法采矿案件16件，罚款319985元，没收

违法所得321415元，出具破坏耕地鉴定意见24起。

市水务局根据行业特点，把打击河道非法采砂作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内容，切实把专项治理、系统治

理和源头治理结合起来，大胆探索，积极创新，趟出了一

条“健全制度机制、依法规范操作，以河道砂石资源换取

堤坝建设，堵塞管理漏洞，从源头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

壤”的河道治理之路，查处私挖乱采行为113起，其中刑事

立案 3起，行政立案 102起，出动执法人员 11600余人次，

罚款52.65万元。

市交通局重点聚焦交通运输公路工程建设、公路超

限超载治理、公路路产路权维护、出租汽车管理、客货运

输市场管理五个领域，开展了五个集中攻坚行动，严厉打

击交通运输行业各种违法抗法行为，查处违法超限车辆

152 辆，卸载货物 9390.14 吨，给予超限车辆治安罚款

99500元，处罚非法载客车辆384辆，罚款107.79万元。同

时，房管、建设、工商、教育、卫生等其他行业主管部门认

真履职，主动作为，强力推进分管领域的线索摸排、问题

整治工作。

利剑出鞘扬正气，扫黑除恶保民安。2019年我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将从全面铺开转向纵深推进阶段，全市

各级各部门将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继续围绕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着力推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在深挖根治、提质增效上取得新突破，坚决打赢打

胜扫黑除恶这场人民战争，为推进新时代经济强市、美丽

邢台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王岩 田天庆）

利剑出鞘扬正气 正本清源创平安
——2018年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综述

2018年11月16日上午，一场特别的庭审正在进行——邢台市法检“两长”首次同台办案，出现在李某涉黑案的刑事抗诉案件庭审现场。庭审中，控
辩双方围绕抗诉意见充分开展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整个庭审程序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张驰有度，辩护人同意抗诉意见，原审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悔
过，庭审取得良好效果。

这起案例只是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中的一个缩影。自中央、省委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我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敢于亮剑、重拳出击，标本兼治、综合施策，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公安机关打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20个，恶势
力团伙48个，破获案件50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71人，治安警情同比下降5.5%。检察机关批捕涉黑恶犯罪嫌疑人253人，提起公诉59件292人；法院一、
二审判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5件7人，恶势力犯罪案件37件228人，集中宣判16起涉黑恶案件；市纪委监委查处“保护伞”18人，追责问责102人。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震慑下，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明显上升，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的高压态势已基本形成。

组织发放扫黑除恶宣传材料

严厉打击套路贷恶势力团伙

涉黑恶案件审理现场

组织律师代理涉黑恶案件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