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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进行时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罗长胜

湖南省公安机关勇于挑最重的
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以决战决
胜的精神状态和雷霆万钧的打击整
治行动， 形成对黑恶犯罪的压倒性
态势。

2018年1月以来， 全省公安机
关已侦办涉黑案件77起， 打掉涉恶
团伙749个；破获涉黑涉恶刑事案件
5021起，刑拘犯罪嫌疑人7945人；查
处涉案资产42.8亿元，查处移交涉黑
涉恶公职人员和“保护伞”194人。
湖南省公安厅被评为2018年度全国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单位。 人民
群众对社会治安的评价首次跨越90
分大关，达到91.73分，其中“严打黑
恶势力犯罪”评价得分94.26，同比提
升2.65分。

如何提升人民群众对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获得感？ 近日，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许显
辉接受了湖南日报记者专访。

提升政治站位， 扛牢
扫黑除恶政治责任

“扫黑除恶这场伟大斗争事关
人心向背、治乱兴衰。 全省公安机关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中央和公安部、省委、
省政府的部署要求， 以政治建警系
列工程激发的政治自觉、政治担当，
以同黑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实际行动
许党许国、为民惠民，确保做到不负
核心、不负民心。 ”许显辉介绍。

全省公安机关把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密集部署，
迅速行动，狠抓落实。 许显辉担任多
个专案组长， 分管该项工作的副厅
长牵头专项斗争日常工作， 其他厅
党委成员将扫黑除恶和分管工作紧
密结合， 带动全省公安机关形成了

压力传导、责任落实、工作争优的良
好局面。

主动摸排线索， 打好
扫黑除恶人民战争

“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开展宣传，出台举报奖励办法，鼓励
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 营造黑恶
势力人人喊打的斗争态势。 ”许显辉
介绍。

省公安厅建立“3+X”“三报”工
作机制，制定《摸排核查黑恶线索实
施细则》， 确保线索件件都落地、事
事有回音。 目前，全省公安机关已收
到涉黑涉恶犯罪线索12801件，梳理
有效线索3012件， 为专项斗争纵深
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打早打小，“治贷惩霸”
铲除社会治安乱源

“小恶不及时打击，容易坐大成
势，向大黑大恶发展升级，人民群众
对此深恶痛绝，必须坚决打掉。 ”许
显辉介绍， 省公安厅部署开展集中
打击整治“三贷三霸”专项行动，通
过严厉打击“套路贷”“校园贷”、非
法高利放贷和村霸、市霸、行霸，坚
决打击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黑恶
违法犯罪，推动形成扫黑、除恶、治
乱紧密衔接、 环环相扣的工作体
系。

“三贷三霸”在黑恶犯罪的各个
发展阶段均有体现， 不仅直接侵害
人民群众利益， 而且极易衍生其他
违法犯罪。 全省公安机关把集中打
击整治“三贷三霸”作为对标中央督
导要求、 推进真抓实改的重要政治
任务来抓，既坚持抓大要案件查办，
又坚持打早打小，集中打击整治“三
贷三霸”，坚决铲除黑恶犯罪滋生土
壤。 通过做到“露头就打”，并主动加
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联动，公
安机关已成功侦办长沙“11·07”套

路贷、耒阳“7·06”垄断生猪屠宰市
场等一批典型案件， 侦办“三贷三
霸” 类案件数占扫黑除恶案件总数
的68.7%，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和获得感。

重拳出击， 全面围剿
黑恶犯罪

“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
乱， 我们进一步强化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牵引作用， 全力净化社会治
安环境。 ”许显辉介绍，全省公安机
关始终保持对黑恶违法犯罪“零容
忍”的态度，聚焦重点地区、重点行
业、重点领域，持续加大依法打击整
治力度。

聚焦严打树大根深的黑恶犯
罪，向蛰伏多年、已“漂白戴红”、难
打动、难打透的黑恶势力“亮剑”出
击，成功侦办“文烈宏”“陈杰人”

“康氏集团”“朱氏兄弟”等一批在全
国有影响的大要案件。

聚焦严打非法采砂黑恶犯罪，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
水”的殷切嘱托，迅速部署开展“洞
庭风雷”专项行动。 已打掉涉砂类黑
恶团伙16个， 有力保障了长江经济
带的有序发展。

聚焦严打农村黑恶势力犯罪，
以纵深推进“一村一辅警”建设为契
机，进一步强化线索摸排，已打掉农
村地区涉黑组织18个，涉恶团伙266
个，查处涉黑恶村居“两委”成员34
人。 成功侦办围圈“私人湖泊”、操控
把持基层政权的益阳“夏顺安”涉黑
案， 习近平总书记对该案作出重要
批示。

聚焦严打地下出警黑恶犯罪，
打掉“杀神帮”“天地会”等33个黑恶
犯罪团伙， 有效净化了社会治安环
境。

聚焦推进延伸打击， 组织开展
集打斗争、“百日会战”，强化双峰等

地域性职业犯罪重点地区的专项整
治， 有力促进社会治安的持续好
转。

齐抓共管， 深入推进
综合治理

“坚持‘葫芦和瓢一起按’，确保
既打赢扫黑除恶攻坚战， 又进一步
助推基层组织建设、 行业监管建设
和党风廉政建设。 ”许显辉介绍，全
省公安机关与纪检监察、 检法司定
期互通情况， 与纪委监委建立黑恶
线索双向移交反馈工作机制。 省公
安厅与省检察院建立“联合挂牌机
制”，联合检法出台《“套路贷”犯罪
案件办理工作的意见》等。 积极加强
与行业主管部门的线索联查、 执法
联合、治理联管，向相关单位发函通
报其主管领域的黑恶犯罪案件情
况， 推动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紧密衔接的常态长效工作机
制，实现打击与防范、治标与治本有
机统一。

谈到下阶段湖南公安机关扫黑
除恶工作安排时， 许显辉表示， 要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督导要求， 扎实
开展边整边治， 持续深化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 一是扎实开展集中打击
整治“三贷三霸” 专项行动。 广泛
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涉贷、 涉霸线
索， 循线追踪， 除恶务尽。 二是扎
实开展扫黑除恶专案攻坚。 坚持以
人民期盼为念、为人民利益而战，确
保黑恶案件打准打实、打深打透。 三
是扎实开展协同联动。 坚持“一案三
查”，深挖彻查“关系网”“保护伞”；
坚持一案一剖析，一案一反馈，提升
对黑恶犯罪的发现、 打击和整治能
力。四是扎实开展宣传发动。大力加
强宣传工作，揭露犯罪手法，警示违
法后果，提升防范能力，让人民群众
更好地体会到扫黑除恶带来的民生
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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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除恶务尽，坚决打击

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黑恶违法犯罪
———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自称“岳阳地下出警队”， 为赌
场、 游戏厅和砂场等提供非法保护，
“出勤”服务明码标价。“大哥”付某华
领“业务”，“小弟”们“出勤”领工资。

经查， 该组织以付某华为首，涉
案80余起， 涉及聚众斗殴、 寻衅滋
事、非法持有枪支、非法买卖枪支、非
法拘禁、开设赌场、窝藏等多个罪名。

目前，该案已移送岳阳市君山区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地下出警队”“出勤”
服务明码标价

“一群黑衣人突然冲过来，手拿
长刀。 ”2016年3月的一天晚上，岳阳
君山区的居民何先生正在夜宵摊吃
夜宵，只见两伙人手持刀具，在街头
上演电视剧里的“黑帮大片”。

民警介绍， 这两伙人是因赌博纠
纷引发聚众斗殴， 当晚共约50人参与
斗殴。为防止事态扩大，民警朝天鸣枪
示警，参与斗殴的人员才四处逃散。

岳阳警方成立专案组调查此案，
经开展大量侦查工作，一个以付某华
为首，长期盘踞在岳城一带的涉黑犯
罪组织浮出水面。

民警调查发现， 该组织核心成员
20余人，均无正当职业，内部组织结构
严密、等级层次分明、有专门的规章制
度。 既有持械摆阵、聚众斗殴、非法拘
禁、寻衅滋事等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手
段，也有利用组织势力和“恶名”，采取
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等“软暴力”

手段。 该团伙通过开设赌场、高利放贷、
帮人收账、插手经济纠纷、民间纠纷、强
揽工程等方式非法敛财，再以此豢养团
伙成员及其家属。

“付某华等人为赌场、游戏厅和砂
场提供非法保护，‘大哥’领业务，‘小弟’
出勤领工资。 ”专案组民警介绍，该团伙
建立了一个微信群，自称“岳阳地下出警
队”，将“出勤”服务明码标价，普通“出
勤”200元/人，带棍棒“出勤”300元/人，
带枪“出勤”则要800至1000元/人。

涉黑组织覆灭后，当地
发案率明显下降

2018年2月， 通过大量侦查工
作，警方逐渐查明该涉黑组织的人员
结构和有关信息。

2018年4月21日晚，专案组得知
付某华团伙的骨干成员在某KTV内
聚会， 迅速出动警力将44名涉案犯
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缴获仿制枪支7
支，以及大量砍刀、管杀等管制器具。

付某华闻风逃往岳阳县大山里
的老家。 当地地理环境复杂，抓捕工
作非常困难。 经过周密部署，多名专
案民警在炎热夏天， 连续蹲守6天6
夜，最终将付某华抓获归案。

经查，以付某华等人涉黑组织涉
嫌案件80余起，涉及聚众斗殴、寻衅
滋事、非法持有枪支、非法拘禁、开设
赌场等犯罪事实。专案组通过进一步
深挖，打掉其他9个恶势力团伙，刑拘
犯罪嫌疑人100余名。

该团伙覆灭后，当地发案率明显
下降。

“岳阳地下出警队”覆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