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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万钧扫黑恶 清风正气朗乾坤荨荨（上接1版）
省委、 省政府出台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实施意见， 成立由省委政法委牵头，
纪委监委、组织部、宣传部、政法机关及有关单
位参加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建立完
善重大案件会商、定期调度、督导考核等机制，
推动专项斗争有力有序开展。组织7个督导组下
沉督导44个县（市区）， 现场督导350个单位、
110个乡镇、144个村（社区），坚持问题导向，推
动边督边改，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

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迅速跟进，建机制、
抓部署、强落实，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坚持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形成涤荡黑恶
势力的强大合力。

� 依法严惩 、大案攻坚 ，形成
打击黑恶势力压倒性态势

文烈宏案， 是全国扫黑办向湖南挂牌督
办的全国扫黑除恶第一案。

文烈宏，绰号文三爷。多年以来，文烈宏
伙同他人，通过开赌场、放高利贷、非法拘禁、
故意伤害、虚假诉讼等犯罪手段，致使15人被
殴打致伤，间接导致4人死亡，7家知名企业被
逼重组、破产，4个房地产项目资金链断裂，引
发多起群体上访。

文烈宏实施犯罪期间， 省综治办原主任
周符波，长沙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
局长单大勇等人收受其贿赂， 充当其“保护
伞”，为他为所欲为大开方便之门。

正义永远不会缺席。2019年1月15日，常
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文烈宏无期徒
刑。随着文烈宏犯罪团伙的覆灭，周符波、单
大勇等人被先后移送司法机关。 这个长期盘
踞在长沙的一大黑恶势力被铲除， 彰显了省
委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的坚定决心。

一年多来，我省对重大案件，综合采取挂
牌督办、提级管辖、异地用警、异地办案、专业
化团队办理等手段，排除干扰阻力，推进案件
办理，坚决予以打击。省扫黑办、省检察院、省
公安厅共挂牌督办40多起重大黑恶案件。文
烈宏、夏顺安等重大案件的依法查处，有力推
动了专项斗争的纵深开展。 截至4月12日，全
省涉黑案件收网77起， 打掉涉恶团伙749个，
刑拘犯罪嫌疑人7945人， 起诉942件4258人，

判决814件3926人，重点突出“打财断血”，查
处涉案资产42.85亿元， 扫黑除恶湖南攻势取
得了阶段性胜利。

长期聚众滋事、垄断经营、敲诈勒索、开
设赌场……一批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在当地
横行多年的黑恶势力被依法严惩。 扫黑除恶
还带动了社会治安形势的明显好转，黄赌毒、
电信诈骗、传销、拐卖、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
涉众型经济犯罪等问题得到了有效整治。
2018年， 全省刑事案件、 治安案件分别下降
12.37%、10.67%，公众安全感测评群众满意度
升至91.73分，平安湖南建设不断深化，全省社
会治安持续好转，政治生态得到净化，营商环
境进一步优化。

严问责、深挖查，坚决惩治涉黑
涉恶腐败及其“保护伞”

黑恶势力能在一方盘踞多年、坐大成势，
长期未受到有效打击，与“保护伞”的庇护有
着极大关系。扫黑除恶必然要“撕开口子、揭
开盖子、挖出根子”。

“扫黑”如何“破伞”？我省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普遍开展了“一案三查”，既查办黑
恶势力犯罪， 又追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
网”“保护伞”，还倒查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有
关部门监管责任。

省纪委监委推动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
为省委巡视和市县巡察的重要内容来抓。各
级纪委监委在专项斗争中，做到“一马当先、
一查到底、一网打尽”，并创新推行“三必问、
六必查”等方法，有效提升破“网”打“伞”的精
度与深度。与政法机关建立深挖“保护伞”会
商机制，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一律实
行优先审批、优先办理、优先使用留置措施。

八百里洞庭，江豚腾跃、白鹭翱翔、岸芷
汀兰、郁郁青青。

然而，一年前，南洞庭下塞湖却是围堤横
立，三万亩洞庭湖面沦为“私家湖泊”。私营业主
夏顺安在违规承包的湖洲上非法修建矮围，将
本是重要湿地生态保护区的下塞湖占为己有，
从事非法捕捞养殖、盗采砂石等活动。

益阳市委原副秘书长、时任沅江市委书记
的邓宗祥不仅没有制止， 反而多次收受夏顺安
贿赂和红包礼金，为其违法行为提供帮助。

去年6月问题曝光后， 湖南省委铁拳出
击，被私人侵占十多年之久的非法矮围，短短
13天即被彻底拆除。 与矮围一同被摧毁的是
以夏顺安为首的22名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同
时，103名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被问责， 充当

“保护伞” 的邓宗祥等7名公职人员被移送司
法机关，问责力度之大，为我省扫黑除恶专项
行动以来之最。

“大伞”要绳之以法，治“小伞”也疏而不
漏。

2019年3月，湘潭市纪委监委对张议“涉
恶”团伙案25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他
们为自己失职渎职付出了“代价”。

摧毁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打掉了层
层撑起的“保护伞”。截至4月12日，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针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立案审查调查115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713人，组织处理473人，移送司法机关83人。
一批“官伞”“警伞”接连落马，人民群众拍手
称快。

铲除群众身边黑恶势力， 夯实
百姓安全感

黑恶势力嚣张的地方， 就是群众安全感
薄弱的地方。扫黑除恶既是治乱的大事，也是
关乎百姓“钱袋子”“米袋子”“菜篮子”，赖以
生存“蓝天净土”的民生之事。

在紧紧依靠群众获取线索的同时， 全省
各地也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痛恨、最急切的
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

———借款3万元，却被暴力追讨加码还款
至百万元。长沙黄先生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
落入“套路贷”恶势力团伙手里。2017年，黄先
生按照“手续快，秒放贷”街头小广告提示借
款3万元，可不到一年时间里，他被网络循环
贷逼得走投无路时才想起报警。2018年6月，
长沙县公安局根据报警一举端掉涉嫌“套路
贷”的2家公司，21名团伙成员被刑拘，与黄先

生同样身陷惶恐中的不少人顿时一身轻松。
———泥沙将田野吞没，机器整日轰隆作响，

风一起，家园上空便黄沙漫漫。这是刘某文等4
人长期在安化县高明乡黑泥田村开设非法砂
场，利用取土洗砂的方式开采砂石，对村里的生
态环境造成破坏的景象。安化县国土、环保等有
关部门多次前往该砂场检查并责令停止， 但刘
某文等置若罔闻。2019年3月20日，安化县公安
局打掉这一涉嫌侵占国有矿产资源恶势力团
伙，让全村百姓重新迎来静美的田园。

———“沙霸”被捣毁，小区入住率提高了。
最近， 张芸一家终于搬进了娄底市娄星区花山
街道对江社区某小区新家， 这离他们买新房的
时间已延后了3年多。 张芸家2016年交房进场
装修时，没料到，小区业主装修的沙子水泥生意
被“沙霸”控制了，如果装修不买这里的沙子水
泥， 一拨年轻男子便会阻工甚至是暴力威胁业
主。张芸和不少业主不愿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纷纷选择暂不装修。2018年， 花山派出所掌握
充分证据后，及时抓获了多名犯罪嫌疑人。小区
的“沙霸”被铲除了，许多住户开始忙活装修，今
年年底入住率预计会达到60%。

……
一批“市霸”“行霸”“村霸”被绳之以法，群

众身边的黑恶势力被铲除， 这样的例子不胜
枚举。强力整治治安乱源，组织开展全方位、
立体化打击整治，截至4月12日，全省共打掉
涉砂类黑恶犯罪团伙16个、 农村黑恶犯罪团
伙287个、非法放贷团伙92个（其中“套路贷”
团伙30个）、黄赌毒类黑恶犯罪团伙173个，百
姓的安全感得到实实在在地夯实。

综合施策 ，源头治理 ，铲除
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村“两委”是最贴近群众的基层组织，理
应是联系服务群众最直接的桥梁纽带， 而一
些“村霸” 和宗族恶势力却侵蚀党的执政根
基，损害群众利益，扰乱了一方安宁。

2011年8月以来，益阳赫山区龙岭工业集
中区光明村资管委原党支部书记、 主任李中
秋， 前任村委会主任陈义生等人长期把控光

明村公共事务，在光明村逐渐形成了一个“村
霸”恶势力犯罪团伙。

“光明村范围内的项目必须由我们施工，
否则我们就让项目搞不成！”李中秋在部分干
部和群众中多次这样叫嚣。

据李中秋交待，近些年来，仅他个人通过
借用其他公司资质或以光明村、 光明资管委
集体的名义承揽和参与的工程就有28项，工
程总金额达1亿余元，获利1700多万元。

2019年1月，赫山区纪委监委给予李中秋
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陈义生等人
被移送审查起诉。“村霸”恶势力被一举铲除，
光明村里重现“光明”。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正是铲除黑恶势力
滋生土壤的治本之策、关键之举。

全省组织部门坚持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坚持边扫、边治、边建，
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在村（居）“两委”集中换届中，从严把好
入口关，推行“九不选”“八联审”，全省有9862
名候选人因违法违纪、 涉黑涉恶等情形被取
消提名资格。部署开展村（居）“两委”成员违
纪违法涉黑涉恶和软弱涣散党组织排查整顿
工作。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整顿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2811个， 调整不合格不胜任不称职的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1100人，共处理涉黑涉
恶腐败和“保护伞”等问题村（社区）干部229
人，有力地净化了基层政治生态。

人民群众与黑恶势力水火不容。 全省各级
各有关部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 创新宣传手
段，壮大宣传声势，制定《湖南省举报黑恶势力犯
罪线索奖励实施办法》，畅通举报渠道，人民群众
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 参与度明显提
升，全社会形成了对黑恶势力同仇敌忾、人人喊
打的浓厚氛围。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全省共有
700多名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咬定三年为期目
标不放松，分阶段、分领域地完善策略方法、
调整主攻方向，保持强大攻势。2019年是“深
挖根治”关键之年，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必
将以更大战果回应群众期待， 让黑恶势力在
三湘大地无处遁形， 使全省人民群众拥有一
个更加安全祥和、幸福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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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米承实 张青

4月初，记者来到位于怀化市中方县花桥镇
花桥村17组的博雅幼儿园。

恰逢下午放学， 只见3辆校车鱼贯而出，车
里的孩子们唱着儿歌，笑靥如花。

而几个月前，就在距离幼儿园约100米的桥
边，不懂法的村民却上演了一场拦车索要“过路
费”的涉恶敲诈，2名镇干部“和稀泥”调处，幼儿
园被迫交纳1万元。

最终， 领头敲诈的村民小组长滕建罗和村
民倪大忠被判刑，2名“和稀泥”的镇干部受到党
纪处分。

拦路索要“过路费”

“停车，停车！”
2018年10月8日7时许， 身兼博雅幼儿园园

长和司机的熊圣森驾驶校车行至花桥村17组王
板桥桥头拐角处，被滕建罗一伙人拦住了车，要
求交纳校车道路维修费。

为保险起见，熊圣森下车边询问原因，边用
手机拍摄拦车视频。

这时，滕建罗突然冲上来，狠狠将熊圣森的
手机一把打掉：“拍拍拍！ 拍什么拍？ 校车不准
过！”

“现在接送学生们上学，等接送完学生之后
我们再说吧！”熊圣森急切地说。

“你今天不交钱的话， 校车就别想从这里
过！”滕建罗蛮横地答道。

纠缠间，17组的其他村民闻讯围过来“声
援”， 幼儿园后面驶来的两辆校车也被拦，50多

名儿童在车上哭的哭、闹的闹，乱作一团。讲尽
好话无果后，熊圣森报了警。

协调交钱“息事宁人”

几分钟后，花桥派出所的民警来到现场，宣
讲法律，劝说滕建罗一伙不要拦车。

但滕建罗、倪大忠一伙“不见钞票不放行”，
双方相持达2个多小时。

“你们若再不听劝告，继续阻拦，我就要依
法抓人了！”直至派出所所长义正辞严亮出“底
牌”，加之花桥镇分管政法工作的镇人大主席赵
某劝说，滕建罗等人才同意到镇政府调解。

在镇政府，滕建罗提出：博雅幼儿园入驻他
们组以后， 校车长期从他们自筹资金修建的道
路、桥梁上通行，要求幼儿园的3辆校车每辆车
交纳8000元/年用于道路维修。

为“息事宁人”，经过赵某和镇司法所负责
人刘某调解， 博雅幼儿园被迫同意一次性付给
17组1万元作为道路维修费， 并当即支付现金、
签订了协议。

在调解过程中， 赵某未安排花桥镇派出所
参加， 也并未将调处结果告知花桥镇派出所和
镇主要领导。

“村霸”触法终被制裁

正当滕建罗、倪大忠一伙为收到“过路费”
高兴之时， 花桥镇派出所获悉了这一线索并上
报。

根据中央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要求， 中方
县纪委监委、中方县公安局组织力量展开调查。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以滕建罗、倪大忠为首
的恶势力团伙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案浮出水面。

经查，56岁的滕建罗作为组长， 作风霸道，
喜欢“独裁”，组里的账户是以滕建罗名义开的户，
密码也是由其掌握。17组的大小事务一般都是滕
建罗、倪大忠等人商量好后，再通报给村民。他们
还一直以本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名义进行敲诈
勒索，2017年强行向在组里建房的4户外来户，每
户收取2000到6000元不等的“入驻费”，其行为
已严重触犯了党纪国法，属村霸之列。

2018年12月19日，滕建罗、倪大忠被开除党
籍。2018年12月25日，滕建罗、倪大忠因敲诈勒索
寻衅滋事罪， 被中方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缓刑二年和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间接助长他人涉恶挨处分

村霸遭惩，似乎可以剧终人散了，但故事并
没有结束。

中方县纪委监委坚持对涉黑涉恶案件，一
律深挖背后腐败问题；对黑恶势力“关系网”“保
护伞”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经查，滕建罗、
倪大忠拦车强行收取“过路费”属于违法犯罪行
为，不属司法调解范畴，赵某、刘某却进行了调
解，使得敲诈勒索得逞。且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
中，赵某政治站位不高，对涉恶行为认识不清，
多次不配合调查，影响案件侦查。赵某、刘某的
行为构成了间接助长型“保护伞”，2人均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

“现在办学环境好了，校车畅通无阻，附近
的家长消除了担忧， 纷纷把小孩送到我这里来
读幼儿园。” 熊圣森说。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邢骁

仅1.8万元的欠款， 一天后竟被迫
签下14.5万元的欠条。深陷“套路贷”，
小龚一度感到愤怒、 恐惧和绝望……
不久前， 长沙市芙蓉区公布了一起已
破获的涉“套路贷”扫黑除恶案件，谢
某某、刘某等4名嫌犯因犯强奸罪、敲
诈勒索罪、 非法拘禁罪分别获刑。“解
套”后的小龚回忆起“套路贷”遭遇时
泣不成声。

小龚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大学
在读期间，她本想通过开网店赚取学费
和生活费，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可有
想法没资金， 又不愿麻烦亲戚朋友。
2016年，小龚选择了当年流行的“校园
贷”，让她意外的是———拿到9000元贷
款的那一天，却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因经营不善， 小龚一直无力还贷，
至2017年7月，9000元贷款“利滚利”翻
了一番，连同本息变为1.8万元。既无偿
还能力也欠缺风险意识， 小龚又遭遇
“转单平账”———“用B的钱还A的贷”。7
月30日， 犯罪嫌疑人周某用1.8万元将
债务购入， 一天后周某再次“转单平

账”，将小龚债务转给谢某某。
“有一个女孩要借钱，你借不借？”
“借！带到我这来看好，别让她跑

了。”
2017年7月31日，周某伙同刘某辗

转找到谢某某。在周某逼迫下，小龚当
天被迫以拍摄裸照为抵押，签下了期限
1个月、金额为14.5万元的欠条，约定借
款6万元， 保证金8万元， 违约金5000
元。 提前扣除1.8万元月利息和1000元
“家访费”后，谢某某将4.1万元贷款发
给了小龚，刘某随即抽走其中的4万元，
其中3.2万元作为本息还给周某， 其余
的分给自己和小龚。

最终， 打了14.5万元欠条的小龚只
拿到6000元。噩梦还没结束，当年8月3
日，谢某某以裸照相威胁，强行与小龚
发生了性关系；8月8日至9月1日， 谢某某
再次以裸照相威胁，逼迫小龚通过在KTV
上班、陪老板吃饭等方式赚钱还款……

2018年8月23日，芙蓉区法院对该
起“套路贷”恶势力犯罪公开宣判，谢某
某、刘某、张某、邓某某4名被告人因犯
强奸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分别
获刑5年到1年不等。周某另案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会生

“祝你生日快乐……”4月14日中午，祁阳县
公安局党委委派扫黑除恶专案组负责人， 给正
在加班的该局刑侦大队民警唐海过了一个简单
的生日。

为侦破一个涉黑团伙， 唐海等民警已经到
邻县办案3天3夜，每天忙到深夜，唐海早已经把
过生日的事抛到九霄云外。直到收到生日蛋糕，
唐海才想起来当天是他33岁生日。

唐海是湖北省咸宁市人， 父母至今在咸宁

市工作生活。2010年10月，唐海以优异的成绩通
过公务员考试，成为祁阳县公安局一名民警，并
与祁阳县消防大队文职人员李茜结为夫妻。因
为夫妻俩工作都忙，所以一年多前才要孩子，如
今，他们的儿子只有1岁半。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后， 唐海更忙
了。2018年3月，唐海被抽调到外地查办专案4个
多月，当时，他半岁的儿子患肺炎多日，从县中
医院转到县人民医院治疗，正需要人照顾。没想
到，妻子李茜对他说，你放心工作，家里有我。这
期间，李茜既要上班，又要照顾住院的儿子，一

个人当作两个人用， 但她每次都在电话里对唐
海说，家里很好，你注意身体。

今年4月上旬，唐海80岁的爷爷在祁阳县人
民医院被确诊为身患重病，住进医院。而唐海正
在千里之外追逃，于是，照顾爷爷的重担，又落
在了妻子李茜身上。

就在同事们祝福唐海生日时， 唐海的妻
子李茜在微信朋友圈留言 ：“因为老公工作
忙，和他从恋爱到现在，我只陪他过了一个生
日，老公辛苦了，我和儿子永远爱你，支持你
的工作！”

局党委的人文关怀， 妻子的理解和无私支
持，让唐海流下了幸福的眼泪，他说：“扫黑除恶
的‘军功章’里，凝聚着集体和家人的力量。”

“村霸”栽了 校车通了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魏天宇）4月15日， 记者在株洲市信佳百货及其
周边走访，往来客商有说有笑，市场秩序井然。
“打倒‘市霸’后，经营户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市
场又恢复了以往的活力。”信佳百货安保部负责
人刘先生感慨道。

信佳百货开办已有十余年， 是当地一个老
牌的以批发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等为主的市场。
然而，从2014年起，这个市场陷入到一场人为的

混乱之中。
2014年11月， 一名叫谢伟的男子自行成立

“株洲市伟哥资产筹备小组”， 声称信佳百货侵
占了他的财产，信佳百货名下的银滨楼的4个商
铺为其所有。 此后几年， 他多次组织人员以堵
门、锁门、辱骂等方法进行滋扰，严重影响市场
的正常经营。其间，尽管公安机关先后6次对该
团伙成员进行了抓捕， 但躲在幕后指挥的谢伟
还是不收手。

2017年10月， 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就此
成立专案组， 成功将谢伟抓获归案。 经审讯查
明，这是一个典型的“市霸”组织，团伙以谢伟为
首，其余成员不定期更换。除了对信佳百货进行
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 谢伟还指使他人在
银滨楼四周的公共道路上私自划出20多个停车
位，违法收取停车费，并以言语威胁、恐吓停车
市民。

今年4月11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
判，谢伟因犯寻衅滋事罪、职务侵占罪，获刑8年
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该团伙其余成员也分别
获刑。

“市霸”倒了，市场活了

特别的生日

� � �女大学生遭遇“套路贷”，1.8万元欠款一天后
莫名升级为14.5万元———

“套路贷”恶势力团伙覆灭记

漫画/傅汝萍

“法”力无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