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4月8日 星期一
要闻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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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湖南省进驻信息公告

通讯员 兰季轩

“作为公职人员，黄锦强在明知他人涉恶
的情况下不检举揭发， 还试图将涉恶犯罪问
题私下摆平，简直就是以身犯纪试法！”

4月2日，在蓝山县纪委监委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推进会上，该县交通运输局信访维稳办原
副主任黄锦强充当涉恶“保护伞”的案例，再一
次为现场所有纪检监察干部敲响了警钟。

掩耳盗铃 违规经商埋“祸根”
2017年，随着“交通提速战役”“旅游升

温战役”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全面铺开，蓝
山境内建筑材料需求呈现“井喷”态势，水泥
价格节节攀升， 使得本地商人投资水泥行业
趋之若鹜。

时任县交通运输局信访维稳办副主任的
黄锦强， 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水泥销售行
业，发现参与到水泥销售市场有利可图，但碍
于自己公职人员不能经商办企业的纪律要
求，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付诸行动。

为了掩人耳目， 黄锦强想出了“金蝉脱
壳”之计，于2018年2月实际出资86万元与彭
某辉、彭某俊、龙某等人合伙筹资300万元，
成功取得郴州市嘉禾南岭水泥厂在蓝山的销
售总代理资格。两个月后，黄锦强又借其前妻
刘某（实际依然生活在一起）的名义，与彭某
辉、彭某俊、龙某共同登记注册了一家建材公
司，幕后参与公司水泥销售。

或许是天不遂人愿，实际控股28.57%的
建材公司并没有如黄锦强当初设想的那样顺
风顺水， 成立不到4个月就因内部矛盾无法
调和而协商解散。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虽然黄锦强从合伙
公司累计获利20000余元， 但其与龙某预付
的数万元水泥押金却被作为原来公司主要经
营者的彭某辉、彭某俊“吞了”，这引起了黄锦
强和龙某的极度不满。

自作聪明 企图瞒天过海
2018年9月， 蓝山县纪委监委接到关于

黄锦强利用职务之便借其前妻刘某名义进行
经商的群众信访举报， 并交办给黄锦强所在
单位的派驻纪检监察组初核。

很快， 黄锦强就收到了要求其就有关问
题如实作出说明的《函询通知书》。

然而， 自作聪明的黄锦强丝毫没有把组
织函询当作组织信任和自我挽救的机会，而
是当成了对自己“金蝉脱壳”的间接肯定。

草草写了一份说明交给纪检监察组应付
了事后， 黄锦强觉得还是没有达到自证清白
的效果。于是，黄锦强想到了网络舆论。

2018年10月8日，黄锦强利用自认为“天
衣无缝”的说辞，炮制了一份《关于网络对我
不实举报的情况说明》。声明中，黄锦强对自
己以前妻刘某名义进行经商、 参与投资水泥
销售的情况进行全盘否定， 俨然把自己粉饰
成“躺枪的受害者”。

欲盖弥彰 撑伞护恶受严惩
“快点报警、快点报警……”2018年9月

13日，一段“一台大白天行驶在乡间小道的
汽车被人拦路打砸”的视频，迅速在蓝山网民
的微信群中转发传播， 引起不少群众对社会
治安的恐慌。

很快，蓝山县公安局查明，被打砸车辆的
司机和乘客是彭某辉、彭某俊，而幕后指使两
名社会青年行凶打砸的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
彼此熟知的生意合伙人———龙某。

当得知龙某及其两名“打手”因涉嫌寻衅滋
事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 黄锦强在明知龙
某涉恶犯罪的情况下，将党纪国法抛之脑后，多
次主动找到龙某的家属与彭某辉、 彭某俊从中
调解，企图促使双方私下达成谅解，以达到减轻
龙某因涉恶犯罪受到法律严惩的目的。

通过与政法机关建立的问题线索双向移
送、反馈机制，2018年11月，蓝山县纪委监委
对黄锦强涉嫌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同月，黄锦
强将违规经商办企业所获利润20000元上缴
县纪委指定账户。2018年12月， 黄锦强受到
留党察看一年、 政务撤销县交通运输局信访
维稳办副主任职务处分。

“对于像黄锦强那样虽然没有直接行凶
施恶，但与涉恶人员利益交织并主动实施‘撑
伞’护恶行为的公职人员，我们纪检监察机关
坚决一查到底，确保除恶务尽。”蓝山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魏勇波表示。

维稳干部
岂能为私利“维稳”

———蓝山一涉恶“保护伞”被“拔”记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刘建强）“黑恶犯罪有哪些基本特征、 表现形
式和社会危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
击对象有哪些？”清明节前夕，一场扫黑除恶
法律知识宣讲在湘潭市岳塘区宝塔街道云
盘社区举行。年轻律师龙田通过剖析一起“村
霸”案例和一起“套路贷”案例，为社区70多
名居民详细讲解了扫黑除恶的相关政策与
法律。在场群众纷纷表示，这些复杂深奥的法

律知识通过律师“接地气”的案例分析，让我
们听得懂、记得住。

“贷款利率多高将不受法律保护？”“限制人
身自由多久属于非法拘禁？” 龙田不时与居民互
动，现场气氛越来越活跃，她也越讲越轻松，从一
口流利的普通话变成了地道的湘潭话。按照湘潭
市“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要求，龙田承担了
宝塔街道云盘社区、东坪街道三角坪社区等3个
社区的法律顾问工作。她告诉记者，自己负责的

几个社区情况基本相同，都是“农转非”的新社
区，不少居民因征地拆迁手头有了钱，民间借贷
现象比较普遍。扫黑除恶工作内容复杂、重点不
一，要根据每个村（社区）的具体情况精准宣讲，
才能达到扫“真黑”除“恶根”的目的。

“我们尽力通过‘接地气’的宣讲，将扫黑
除恶的政策、知识普及给更多的人，来提高人
民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 支持
率和参与率。” 湘潭市律师协会会长王莹介
绍，从3月29日开始，协会成立了扫黑除恶法
律知识宣讲团，组织50多名律师，深入全市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社区）进行
集中宣讲。截至目前，已开展11场集中宣讲。

湘潭案例分析“接地气”
50多名律师赴基层宣讲扫黑除恶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戴鹏）有
黑必扫，除恶务尽。4月7日，记者从株洲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该市以千钧之力、雷霆之势，在全市发起
扫黑除恶总动员、总攻势，并取得显著成
效。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年多来，株
洲全市摧毁涉黑犯罪组织7个、 恶势力犯
罪集团及团伙38个， 抓获涉黑涉恶犯罪
嫌疑人522人， 破获各类涉黑涉恶案件
321起；提起公诉29件209人；判决认定恶
势力犯罪16件93人； 立案查办涉黑涉恶
腐败和“保护伞”案件23件23人，其中对4
人采取留置措施；整顿软弱涣散村（社区）
党组织139个，向黑恶势力发起总攻势。

为打赢扫黑除恶攻坚战，株洲市先后
出台7个方案、14项制度、 两项细则和摧
“网”毁“伞”8项机制。坚持以打开路，打早

打小，露头就打；专案攻坚，打准打深打
透；标本兼治，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去
年12月， 该市对芦淞市场群进行挂牌整
治，结合“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在交通
运输、工程建设、市场秩序等领域开展扫
黑除恶重点打击和专项整治，处理涉及重
点产业项目案件183件，有效遏制了高利
贷、非法讨债、“地下出警”等恶性案件的
发生，净化了营商环境。

同时，株洲市把宣传发动作为扫黑除
恶的“先手棋”，依靠群众布下天罗地网。
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该市设立
了专门的举报电话、邮箱，对于举报人最
高奖励10万元，目前已兑现奖金11万元。
积极运用报纸、广播、电视、微信等媒介，
开展“八进”活动集中宣传，发布各类通告
2万余份、宣传资料80余万份，悬挂标语、
横幅1.8万余条，形成扫黑除恶高压态势。

株洲发起扫黑除恶总攻势
破获各类涉黑涉恶案件321起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清明小长假，人们乐于回乡祭扫、出行旅
游、探亲访友、联谊聚会，同时也是党员干部
违纪违规问题易发多发期。

在这个重要节点，湖南各级“廉”措并举，
紧绷纪律之弦，廉风劲吹，倡导文明，还清明
节“气清景明”。

镜头一：廉洁提醒守底线
4月3日， 长沙市纪委在微信公众号上发

文重申“五个严禁”，并倡导全市党员干部移
风易俗、爱护环境，积极践行文明祭扫。同时，
衡阳市、常德市等地均通报了多起“四风”问
题典型案例。

清明节期间， 安化县纪委监委向全县
1000多名党员干部发送廉洁提醒短信， 要求
在清明节期间弘扬慎终追远等优秀传统文
化，确保清廉、文明、安全过节。出台“四个严
禁”，严防节日期间出现“四风”问题，确保移
风易俗落地生根。在新田县，下发的清明期间

“十不准”通告，具体涵盖了不准联姓、联族、
联村敲锣打鼓进行祭扫活动等10个方面内
容，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绿色祭祀，自觉抵
制低俗的祭祀方式。

4月4日，湖南省纪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通报。通报指出，这6
起案例，有的违规驾驶公车旅游、办理私事、
接受他人请吃，有的借节日之机滥发津补贴，
有的违规公款吃喝， 再次反映出少数党员干
部在纪律面前心存侥幸、不拿规矩当回事、顶
风违纪，全省党员干部要从中汲取教训，引以
为戒。

每到重要节点，廉洁提醒不停。这个清
明节，全省各级纪委纷纷发出廉洁提醒或典
型案例通报，向党员干部发信号、打招呼，告
诫大家要守住“清明”底线、莫踩“雷区”。 一
系列内容新颖、贴近生活、人情味浓的提醒

“动作”，成为了迎接重要节点到来的一种新

风尚。

镜头二：明察暗访正风气
“组长，这个票据有点问题，同一个公务

出差活动，在两个不同的账目下都有报销，疑
似重复报销。”近日，宁乡市纪委监委对某单
位进行票据抽检时发现了一张疑似问题发
票，随即进行现场调查。

清明节至， 该市纪委监委从三个层面开
展监督检查： 各乡镇以片区为单位开展交叉
检查， 各市直单位由派驻纪检监察组进行交
叉检查；市机关事务局和公安交警、治安等职
能部门针对节日期间公车使用、 公职人员涉
赌涉毒和酒后驾车问题开展专项检查； 票据
监察中心选定若干家单位开展票据监察。

“我们把抓好假日期间的廉洁自律各项
工作与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结合，突出

‘关键少数’的引领示范，带动党风政风民风
进一步好转。”长沙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
主任吴曲介绍，清明节期间，长沙县纪委监委
明确提出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以上率
下，带头遵守作风建设有关规定。同时，采取
单位自查、片区互查、明察暗访等方式，紧盯
墓园等祭祀场所以及农家乐、乡村观赏、采摘
园等餐饮休闲场所， 重点对公款扫墓祭奠等

“四风”问题进行监督检查。
假日期间，各地纷纷开展明察暗访活动，

涵养出阵阵“廉风”。在靖州，3个监督检查组
重点检查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履职情况
和公务用车管理和使用情况， 重点查看是否
制定森林防火期间应急预案、 乡镇是否安排
专人值班和组织护林人员进行巡查、 是否存
在公车用于私人扫墓、祭祀、游玩等情况，并
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社会举报。

镜头三：各界齐倡文明新风
4月3日， 石门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50

余位民警来到新关镇安乐岩门口， 开展“传
承·2019清明祭英烈”活动。庄严肃穆的气氛

中，大队长李震、教导员覃志刚向革命先烈敬
献花篮，民警们依次敬献花枝，缅怀凭吊。

一束鲜花祭英烈。清明期间，怀化、安乡、
武陵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蓝山、桂东、资兴
等地的干部群众纷纷开展文明祭扫、 缅怀革
命先烈。石门县维新镇连续第三年开展以“清
明祭英烈， 文明领新风” 为主题的清明节活
动，践行鲜花祭奠、诵读祭祀、悼文祭祀等文
明祭祀方式。 华容县纪委监委机关举办清明
节诗文诵读会， 表达对在凉山木里森林火灾
中英勇牺牲的30名烈士的沉痛哀思。

“‘村村响’ 现在广播， 马上是清明节
了，桐坪村倡议，自觉破除焚烧香烛纸钱，
燃放烟花爆竹等陈规陋习，提倡文明祭奠、
低碳祭扫，推广敬献鲜花、植树绿化、丝带
寄哀思……”

连日来， 中方县桐木镇桐坪村的田间地
头，处处响起村级纪检员梁恩春的声音。

去年以来，中方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131
名村级纪检员作用，综合利用“村村响”、文化
长廊、宣传橱窗等宣传媒介反复宣传，营造移
风易俗的浓厚氛围。

“以前一到清明，到处是花花绿绿的挂青
物品，到处是鞭炮声，不仅污染环境，还容易
引起火灾。”桐坪村村民覃宪忠一家正在山上
扫墓，没有鞭炮声、没有焚烧香烛纸钱，取而
代之的是在逝去亲人墓地旁亲手种植两株宝
塔松， 再敬献一束亲人生前喜爱的鲜花表达
哀思，“现在提倡大事简办、小事不办，我是一
名党员要带好头。”

“生前尽孝厚养、身后文明薄葬”……清
明期间， 永州市冷水滩区花桥街镇各村委会
电子显示屏，轮播朗朗上口的文明祭祀标语，
引得村民口口相传。 该区蔡市镇向群众发放
倡议书，倡导植一棵树、献一束花的文明祭祀
方式，由镇政府订购柏树6000余棵，在每个村
坟山入口免费发放柏树换取纸钱， 推进移风
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潜移默化中，文明祭扫
的观念悄然植入人们心中。

清明时节廉风拂 文明观念植心中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双红） 郴州市委巡察办负责人
今天介绍， 作为全市扫黑除恶的一部分，
该市统一调度11个县(市、区)各组建一支
巡察组，交叉安排到各县(市、区)开展2个
月的扫黑除恶巡察。每个巡察组负责2个
乡镇(街道)的巡察，每个乡镇(街道)选择4
个村（社区）作为重点巡察对象，每个重点
村（社区）至少蹲点一个星期。

在该市政法机关严厉打击涉黑涉恶
犯罪团伙的同时，市纪委监委及巡察部门
对2016年以来165个涉黑涉恶团伙进行

了梳理和“回头看”，并按“同步办案”“一
案三查”的要求，对涉黑涉恶犯罪团伙背
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进行了彻查。到
目前，全市共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问题线索289条，向政法机关移送涉
黑涉恶线索24条， 初核问题线索241条,�
立案审查调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70人，其中采取留置措施5人，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和问责处理61人， 移送司
法机关4人。 重点查处了临武县汾市赌
场，桂阳县高银中、谭阿平涉恶团伙等背
后的腐败和“保护伞”情况。

郴州交叉开展扫黑除恶巡察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邓晶琎）清明
假期今日收官。记者今日分别从铁路、公路部
门获悉，清明假期全省高铁、城际铁路客流和
高速公路车流均创新高。8日零时起， 高速公
路将恢复收费模式。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介绍， 首次投入清明
铁路运输期（4日至7日）的广深港高铁客流较平

日增幅明显，全线日均发送旅客27.8万人次。清
明运输期间， 湖南高铁客流比普铁客流涨幅明
显，高铁客流在铁路客流占比超过七成。长沙火
车站日均发送旅客8.8万人次，高铁长沙南站日
均发送旅客13万人次。

清明假期， 长株潭城际铁路充分保障运
力，使用8组动车组开行51对列车，发送旅客

15.6万人次，同比增长71.9%。
全省高速公路在7日下午起迎来返程高

峰。其中，G5513长张高速、G4京港澳高速株
洲段、 衡阳段，G55二广高速永州段，G0422
武深高速株洲段，G60沪昆高速湘潭段、邵
阳段，S50长韶娄高速长沙段，S80衡邵高速
邵阳段，S20长浏高速等路段因车流量大出
现缓行现象，部分路段收费站实施了入口交
通管制。

8日零时起， 高速公路将恢复收费模式，
预计高速车流量将迅速回落，恢复正常状态。

清明假期长株潭城铁客流涨七成
今日零时起高速公路恢复收费

寒食合拢宴
4月7日，游客在寒食合拢宴上学跳摆手舞。清明小长假期间，长沙世界之窗举办寒

食合拢宴活动，游客在此免费品尝青团、春卷、麻花等十余种特色美食。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邓婷 摄影报道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 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 现对省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职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贯
出生
年月

学历
学位或专业
技术职务

政治
面貌

现任职务 拟任职务

钦代寿 男
侗
族

湖南
洪江

1963.07
在职大学

中共
党员

沅陵县委
书记

提名为怀化
市政协副主
席候选人

颜长文 男
苗
族

湖南
龙山

1969.03 中央党校
研究生

文学学士
中共
党员

凤凰县委
书记

提名为湘西自
治州政协副主
席候选人

� � �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职
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
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举报人可以通
过信函、电话、网络举报或到受理举报地当
面举报。为便于了解情况，请举报人签署或
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所举报的
问题，必须真实、准确，内容尽量具体详细，
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索。 严禁借
机造谣中伤，串联诬告。举报人将受到严格
的保护。

受理举报时间：2019年4月7日至2019

年4月12日
受理举报单位： 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

监督处、举报中心
受理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一

号省委大院一办公楼
专用举报电话：0731—12380；
17773112380（仅限受理短信举报）
举报网址：www.hn12380.gov.cn
邮政编码：4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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