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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
员 龚文君 汪进)4月4日，临澧县委宣传部通
报，临澧县公安局经过深入摸排，多方调查
取证，近日打掉了以谢某(绰号“谢老七”)、刘
某(绰号“刘老四”)为首的家族恶势力犯罪团
伙，群众拍手称快。

今年年初， 临澧县公安局接到群众举

报称，该县安福街道朝阳社区谢某一家多
年来借助本地家族势力横行霸道，在工程
项目上阻工闹事、敲诈勒索，使得开发商
和业主敢怒不敢言，只能破财免灾。 公安
机关迅速开展调查， 经依法查明，2017年
以来， 犯罪嫌疑人谢某与刘某纠集他人，
以软暴力、威胁等手段在安福街道朝阳社

区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造成了极其恶劣
的社会影响。 该犯罪团伙分工明确，以谢
某、刘某为首，请人闹事，之后出面提出解
决条件，其他成员则负责实施阻工闹事行
为，非法获利后由谢某和刘某分配，闹事
者每人每天可获得200至300元的报酬。

目前，谢某、刘某等4人因涉嫌敲诈勒
索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尚有其他
团伙成员在逃。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
中。

� �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周晓鹏 伍交才）连日来，溆浦县广
大乡镇的村级党组织纷纷开展“认清黑恶
势力，主动检举揭发”主题党日活动，宣讲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精神， 动员广大党员干
部踊跃举报违法犯罪行为， 在全县掀起全
民参与扫黑除恶的热潮。

该县通过集中学习、张贴标语、悬挂横
幅、发布通告、媒体宣传等方式，全方位、深层
次、多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并公布扫黑除恶举
报方式和奖励措施，大大调动了广大群众检
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积极性。 3月29
日，该县公安局举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
奖励发放仪式，对相关举报者兑现奖励。

该县对威胁政治安全、 煽动村民闹
事、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
滥采、强买强卖、非法放贷、暴力讨债、插
手民间纠纷、组织网络炒作等涉黑涉恶问
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重点对象一查到底、穷追猛打，打出声威、
打出正气、打出平安。

截至目前，该县共摸排各类重点线索
155条，核实核查有效线索33条。 政法机
关共打击处理涉恶犯罪集团4个， 破获刑
事案件17起、刑拘36人。 通过持续推进扫
黑除恶，溆浦社会大局稳定的良好局面不
断巩固，该县已连续3年被评为“省级平安
县”，综治民调排名位居全省第一方阵。

� �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胡剑锋 罗徽）4月3日， 为深入推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 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
土壤，郴州市公安局决定对全市100个治安
问题突出的乡镇（街道）、村（社区）进行为期
3个月的挂牌整治行动。

此次重点整治的100个治安问题突
出的乡镇（街道）、村（社区），是郴州公安
机关从已侦办的涉黑涉恶案件、 涉黄涉
赌涉毒涉众涉访涉矿的重点地区、 连续
三年刑事案件发案率高的地区， 及治安
问题突出的地区梳理出来的。 郴州公安

将采取挂牌督办、逐一销号的方式，举全
局之力，对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
禁、敲诈勒索、故意损坏财物、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 开设赌场、 聚众滋扰、“黄赌
毒”、 干扰操纵选举等群众反映最强烈、
最突出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

同时，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抓手，
该市推进“城市快警”和“一村一辅警”建
设，不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通过全面
推进“打防管控”，从根本上遏制黑恶势力滋
生蔓延， 实现重点整治地区社会治安的根
本性好转。

� � �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龙焕明 梁黛玉）“安化县公安局东坪派出所、城
南派出所部分干警在黄良团伙涉嫌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过程中充当‘保护伞’…… ”这是益
阳市纪委监委近日通报的3起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典型案例之一。截至4月3日，该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已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线索225件，查结200件，其中立案审查130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2人，组织处理28件，移

送司法机关5人，初核后予以了结42件。
自2018年1月以来， 益阳市采取上下联

动、 片区和片组协作联动、 办案一体化等方
式， 将审查调查力量向重大典型涉黑涉恶案
件倾斜，以雷霆之势打“伞”破“网”，对夏顺安
团伙涉黑涉恶“保护伞”案等10起典型案件
进行了严肃查处， 对3起案件正组织力量进
行深挖彻查。 其中， 对夏顺安团伙涉黑涉恶
“保护伞”案问责处理党员领导干部40人、查

处党员或国家公职人员涉嫌充当“保护伞”
21人；对安化县江南镇金田村刘电安非法经
营河柘加油站案查处问责20人，取得了良好
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同时，该市对查办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
护伞”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并通过纪律
检查建议、监察建议等方式，督促有关地区和
部门做到“一案一分析”，查找问题症结、建章
立制、堵塞漏洞、强化执行。

� � �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刘彬）4月5日， 一辆周身满载着扫黑
除恶宣传元素的地铁列车从长沙地铁2号
线始发站光达站驶出。这是长沙市扫黑办、
市公安局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联合打造
的长沙首列扫黑除恶宣传地铁专列。

走进列车内，拉手、车厢内壁、LCD电子屏

等视线所及之处全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内
容， 包括中央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
署、扫黑除恶打击重点、黑恶犯罪的主要表现形
式、长沙黑恶势力犯罪线索举报方式等，让广大
市民在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中更好地了解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

细心的长沙市民还会发现， 除了宣传

专列外，1、2号线各地铁站里也多了一些扫
黑除恶宣传内容， 有振奋人心的标语，有
“警察蜀黍”们帅气的海报，还有生动的动
漫视频。

其实， 像这样的宣传标语、 海报、视
频在长沙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据统计，今
年3月以来，长沙公安机关共向社会发放
宣传折页15万余份， 组织集中宣传活动
80余场 ，投放宣传标语 1万余条，推送宣
传短信 1000余万条，通过各类“接地气”
的宣传形式，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
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扫黑除恶
进行时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神，中央扫黑除恶
第16督导组近日进驻湖南省开展扫黑除
恶督导工作。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
16督导组督导进驻时间原则上为1个月。
督导进驻期间（2019年4月1日—4月30
日 ） 设 立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0731—

81110055，专门邮政信箱：湖南省长沙市
A065号邮政信箱。 督导组受理举报电话
时间为每天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要求和督导组职责，中央扫黑除恶第
16督导组主要受理湖南省涉黑涉恶方面
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导地区、单位和
有关部门处理。 2019年4月4日

� �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
讯员 罗长胜）4月5日是清明假期的第一
天，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带队督导
清明假期交通安保工作， 看望慰问节日期
间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和工作人员。

5日晚9点，许显辉一行来到长张高速
长沙西收费站， 现场督导高速公路警察局
长沙支队实施大流量路段交通分流诱导、
交通事故预防、 重点车辆查控以及联合地
方公安、交通、路政等部门落实安全检查工
作措施情况， 与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一一
握手，感谢大家付出的努力。

许显辉强调， 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

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 推动落实
属地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
任， 坚决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扎
实做好巡逻执勤、 安全检查、 疏堵保畅、
消阻分流、 事故预防以及夜检夜查等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平安畅通。 要坚持
警种联动、部门协作、关口前移、齐抓共
管， 大力加强源头管理和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 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加强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 全面强化道路交通安全
风险防控， 严肃查处危及旅客安全的行
为，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通行环
境。

� �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雷文明）今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召
开清明假期视频调度会， 部署清明节返程
高峰及下阶段全省道路交通安保工作。 会
议要求， 全省公安交警严格落实节点勤务
要求，通过机关支援基层、协同其他警种联
合作战等措施， 重点加强外省入湘车辆的
全面管控， 确保清明假期道路交通安保攻
坚战圆满收官。

清明节假期，高速公路日总车流量达到
371万台次，较日常流量增长131.86%。 全省
公安交警全员上岗，全警支援交警、机关支援
基层、城市支援农村，确保了全省道路安全畅
通。各市州交警支队加强通往墓区、景区道路

的疏导管理，督促协调墓区、景区管理部门增
设临时停车场、划定临时停车区域，确保了重
点区域道路畅通有序。 全省日均出动警力
16716人次，出动警车4512台次，启动交警执
法站471个，设置临时执勤点1218个，共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8495起。

4月7日我省将迎来清明假期返程高
峰。会议要求，各地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
的理念，常德、益阳、长沙等地公安交警支
队要积极配合长常高速返程高峰的车辆分
流工作。 坚持警种联动、部门协作、关口前
移，推动齐抓共管，联合农村派出所和“农
村辅警”“两员两站”共同开展道路交通疏
导和安全管理。

� � �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
员 邓星照 魏志刚)4月6日， 第三届邵东五金
机电博览会开幕。 600多个国内品牌和来自泰
国、巴西等十多个国家的企业品牌参展。 博览
会将于8日闭幕。

邵东拥有中南地区最大的五金机电市
场，五金工具生产和经营企业达3500多家，从
业人员达5万多人，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扳
手、钳子、锤子年生产能力达3亿套件，产值超
20亿元，70%以上产品远销欧美、中东、东南
亚和港台地区。 2017年起，该县连续举办了两

届邵东五金机电博览会， 共吸引20万人次进
场观展，签订企业入园、技术创新等各项协议
57项，交易额突破100亿元。

该县五金产业在全球竞争中，致力提升
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利用互联网和人工智
能技术，推进转型升级发展。同时，该县积极
融入“一带一路”， 依托30多个专业市场、
200多条物流线路、300多家自营进出口企
业、2000多个海外销售平台，着力构建“商
通天下”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大力发展“邵
东总部+国外生产基地”新模式，鼓励邵东

企业入驻老挝、泰国、尼日利亚湖南工业园，
带动本土产业扩展海外市场。积极组织企业
参加巴西五金展会、迪拜展、德国五金工具
展，推动“邵企出海”“邵品出境”。 2018年，
全县进出口总额突破9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32.6%。

目前， 该县正积极引领产业集群发展，
邵东五金科技创新产业园已有32家五金机电
企业入园， 建成后将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五
金研发和生产销售基地。 今年3月7日，中工硅
谷正式签约落户邵东。 中工硅谷致力打造基
于工业品电子商务、大数据、供应链以及金融
服务的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 将成为邵东工
业新零售孵化中心， 助力邵东打造五金产业
升级版。

益阳以雷霆之势
打“伞”破“网”

查结问题线索200件，移送司法机关5人

临澧警方打掉一家族恶势力团伙

长沙首列扫黑除恶宣传地铁专列
投入运营

打出声威 打出正气 打出平安

溆浦扫黑除恶全民参与

郴州挂牌整治治安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

许显辉督导清明假期交通安保工作时强调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 � �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卓韬）4月4日， 永州市纪委监
委透露，去年以来，全市各级纪委监委摸
排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线索
240件，立案77件，采取留置措施8人，移
送司法机关6人，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1
人。 21名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动
到市县纪委监委投案说明问题。

永州市纪委监委对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线索、案件优先审批，优先

办理，优先使用留置措施。 全市通过包案
联办、挂牌督办、提级直办、督查严办，查
处一批影响大、震动大的典型案件。 先后
依法对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处级审判
员李卫林、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副局
长罗五中、 道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朱习生、
道县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朱贤标、道县
公安局副局长周勇等采取留置措施。 约
谈推动工作不力、 效果不明显的两个县
（区），责成相关部门立案3件。

� �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张前宝 郭兰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就该一竿
子插到底，为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点赞！ ”4月初，
桂东县东洛乡组织乡村干部进组入户， 开展新
一轮扫黑除恶线索摸排， 宣传扫黑除恶相关政
策举措，当地群众纷纷拍手叫好。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铲除黑恶势力滋
生“土壤”的治本之策、关键之举。 近年来，桂
东县瞄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攻方向，大力
实施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排查整顿行动，健全
村级民主管理监督机制，确保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有力有效推进。 该县从社会治安问

题和信访矛盾纠纷集中，村务居务财务不公
开和民主管理混乱，村级党组织班子不团结
或起内耗、村干部不认真履职、党组织班子成
员涉黑涉恶、充当“保护伞”、贪污腐化等方面
进行整顿提升。

今年，该县对全县村（居）“两委”成员违
纪违法、涉黑涉恶问题和线索进行了一次全
面排查。逐村（居）派出工作组，逐一与“两委”
成员谈话，深入群众走访调研，注重听取身边
人、知情人反映情况；认真查阅有关资料，对
村（居）“两委”成员违纪违法、涉黑涉恶、曾受
纪律处分和刑事处罚等情况，逐一审查把关，

作出书面结论性意见；并在县、乡、村三级都
设立了专门的举报电话、举报箱，并公示到每
一个村。

同时，该县组建督查调研组，对进村入户
发现的问题，及时下发通报，督促各村（居）重
点解决信访矛盾纠纷集中等突出问题100多
起； 完善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 村民委员
会、村民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四位一体”
的村级治理机制。

目前， 该县已全面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排查整顿工作， 研究确定软弱涣散村
（居）党组织13个，正按照“拿一套整顿方案、
定一名联点领导、派一支工作队伍、配一名第
一书记、选一批帮扶项目、建一个坚强班子”
的“六个一”工作法,强力推进集中整顿，着力
构筑起除恶治乱“防火墙”。

强化组织建设 完善村级治理

桂东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永州纪委监委严查涉黑涉恶问题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立案77件

公安交警迎战清明假期返程高峰

推动“邵企出海”“邵品出境”

第三届邵东五金机电博览会举行

英烈归故里
4月3日， 临武县

香花镇甘溪村， 烈士
蒋洪波骨灰被护送回
家安葬。 当天，该县举
行“清明祭·迎英烈回
家” 仪式，200余名群
众含泪迎英烈。 蒋洪
波烈士是临武县人，
共青团员，2015年9月
入伍南疆军区边防某
部，上等兵军衔，2017
年8月29日，在战备临
战训练时不幸牺牲，
年仅19岁，2018年被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疆
军区政治工作部批准
为烈士。 陈卫平 摄

荨荨（上接1版）
为了不负先烈，更好地利用镇上的红

色资源， 桥驿镇政府对周炳文故居进行
了修缮，并将其改建为党小组活动阵地、
红色教育基地， 在屋内陈列7名烈士事

迹，在屋外的广场上增设烈士墙绘。该镇
还将统一规划修缮周以栗故居、 罗养真
故居、和平解放秘密电台旧址等，并择址
修建桥驿镇国防教育馆， 打造红色旅游
线路。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湖南省进驻信息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