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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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庆林 杨庆

近日， 得知盘踞在屠宰场的“肉
霸”被判刑，桂阳县的屠户张广发（化
名）欢喜不已：“真是恶有恶报啊！ ”

走进桂阳屠宰场， 原来暂停歇业
的肉铺又重新开张了。居民们还发现，
菜市场的猪肉不用靠“抢购”了。

“‘肉霸’被铲除了，现在屠宰场秩
序好多了，每天屠宰有170多头猪。 群
众可以吃到安全、 放心、 实惠的猪肉
了。”桂阳牲畜定点屠宰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

这样的变化，源自该县雷霆出击、
扫除涉恶团伙， 并追查其背后“关系
网”“保护伞”带来的切实成效。

“肉霸”横行

2014年初，桂阳县畜牧定点屠宰
场搬迁至解放村与新城村的交界处。

见屠宰场中猪肉运输生意利益可
观， 解放村的谭阿平和新城村的高银

中便把这一生意给垄断起来。
仗着“我的地盘我做主”，两人纠

集两村村民，横行屠宰场、漫天叫价：
原本运送一头猪只要3到5元的运输
费，一下子便涨到17元。

部分屠户只好选择自己开车去拉
猪肉。 不料，他们发现，自己的货车轮
胎经常莫名其妙被扎破。

而谭阿平、高银中则在屠宰场大放
厥词：“凡在屠宰场宰杀的生猪， 都不允
许自行运输！ ”

张广发和一些屠户不服，仍选择
自行运输。 一群人便跑到摊位前警告
他。张广发抗议了一句，却遭到一顿毒
打。

被逼无奈， 张广发只好到其他地
方谋生。 他至今心有余悸：“他们采取
扎破运输车辆轮胎、殴打、围堵、言语
威胁等方式， 迫使我们这些屠户就
范。 ”

张广发被打的事情传开后， 屠户
们胆战心惊。 这时，谭阿平、高银中等
人变本加厉，又制定新“规矩”：屠户可

以选择自己运输猪肉，但每一头猪，都
要交上15到20元的“抬肉费”。

就这样，一有屠户反抗，谭阿平等
人便进行辱骂、殴打，或进行围堵，迫
使屠户们就范。

因为屠宰场乱象， 导致桂阳县城
生猪市场秩序被严重扰乱。市场里原本
一天有170头猪供应给市民， 但该团伙
强行交易后，市场上每天只有50头猪供
应，市民买猪肉得靠“抢购”。

深挖彻查

市场乱象， 引起桂阳县有关部门
高度重视。 经过近四个月的侦查，
2018年6月27日，该县公安局集结230
余名警力， 对两个恶势力团伙的37名
成员进行了抓捕。经查，4年时间里，谭
阿平、 高银中纠集解放村及新城村的
部分村民， 长期垄断屠宰场猪肉的运
输，欺行霸市、坐地起价；对不服从的
屠户进行围堵、恐吓，甚至殴打。

“他们为何在当地有恃无恐？为何
能坐大成势？ ”涉恶团伙被打掉后，桂

阳县纪委监委通过问题线索“双向移
送机制”，启动了“一案三查”机制，深
挖背后的“保护伞”。

通过现场调查取证， 县纪委监委
发现，时任正和派出所所长刘潭兵、民
警欧阳湘戈对以往群众举报屠宰场的
相关涉嫌犯罪问题不出警、不立案，工
作严重失职。 县纪委监委对其进行立
案处理， 并对屠宰场、 商业行业管理
办、正和镇政府的黄建华、黄俊、刘建
新等其余5名公职人员进行了问责。

2019年3月26日， 桂阳县法院集中
公开宣判：依法以强迫交易罪，判处谭阿
平等3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5年至拘役2
个月不等，并处罚金5万元至5千元不等。

“我们将继续把惩治‘蝇贪’同扫黑
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腐败，坚决
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
伞’的党员干部。 ”桂阳县纪委监委负责
人表示，对扫黑除恶中的懒政怠政、失职
渎职、不敢担当，以及为所谓的“政绩”而
遮掩包庇等行为，同样是纪检监察机关
打击的重点。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李昭菲 ） 昨天
上午，长沙中院召开全市法院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通报会。 自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该
市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涉黑涉恶
53案430人， 二审判决认定涉恶
12案181人， 专项斗争案件结案
数和结案率处于全省前列。

在这场专项斗争中，长沙两
级法院多措并举： 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责任担当；发挥审判职
能，严惩黑恶犯罪；坚守法治原
则，确保公正审判；加强协调联
络，形成工作合力；创新宣传方

法， 营造强大声势。 主动聚焦11
类黑恶势力犯罪， 共对110名被
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上重
刑，重刑率为25.58%，判处罚金
2034.8万余元。 长沙中院审结的
“天津天狮”苏瑞等人抢劫、非法
拘禁系列案， 雨花区法院审结的
王敏珏等55人涉黑案件，浏阳市
法院审结陈泽青等56人敲诈勒
索案等， 均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同日，长沙岳麓区人民法院、
望城区人民法院、 宁乡市人民法
院公开审理宣判一批黑恶势力案
件，44名被告人获刑。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章焱平 周健 陈琳

4月15日早上7时，衡东县新塘镇
洣河桥村驻村辅警蒋后标起了个大
早，匆匆用过早餐后，把一摞《衡东县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手册》 和一本
工作日志塞进公文包， 骑着摩托车沿
着村道来到16组村民何某家。

2017年2月， 何某因犯寻衅滋事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去年10
月，他被刑满释放。

“现在，党中央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活动。今天，我面对面跟你宣讲相
关政策、内容和知识。 ”何某搬个凳子，请
蒋后标坐下。 小蒋从公文包里拿出两份
宣传资料递给何某：“你要认真领会扫黑
除恶的精神， 绝对不能参与任何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活动， 还要积极检举揭发身
边的不良行为。 ”何某凝重地表态：“我会
深刻吸取教训，做一个守法公民。 ”

据介绍，去年，衡东率先在衡阳市农
村全面加强“一村一辅警”建设，现已在
全县17个乡镇248个村(社区)配备248名
专职驻村辅警。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辅警协助公安民警，积极开展摸排
核查，深入基层广泛开展普法宣讲。

洣河桥村社情比较复杂，该村现年
40岁的3组村民刘某，2007年10月因犯
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2008年5月， 刘某刑满释放在家务农。
“刘某有犯罪前科， 我担心他重蹈覆辙，
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上午9时，
蒋后标从何某家里出来后，又骑车前往
刘某家。刘某正在屋后挖土种菜。“老刘，
你要认真学习法律法规， 不能再犯事
了。 ”刘某接过宣传资料，严肃地说：“我
会遵纪守法，老老实实在家务农。 ”

吃过中饭后，蒋后标来不及休息，
来到5组种田大户陶文开家。陶文开正
带着几个村民，开着耕整机翻耕稻田。

看见蒋后标向田埂走来， 陶文开等几
个村民连忙洗脚上岸， 从小蒋手上接
过宣传资料，认真阅读。

陶文开说，4年前，村里的社会治安复
杂。“那时，每到傍晚7时左右，我用耕整机
犁完田后， 担心有人偷盗机器零件和柴
油，只好把耕整机开到自家禾场坪上。 ”

陶文开说， 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以来， 县里为洣河桥选配了驻村
辅警，村里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现
在， 耕整机犁完田后， 直接停放在田
里，不担心有人偷柴油了。 ”

去年， 老陶承包了新塘镇大培、烟
竹、新桥等几个村400多亩稻田。“今年，
我又多承包了100亩稻田， 耕作面积达
500亩。 ”陶文开说，他还瞄准山头开辟财
路，今年承包了洣河桥1000余亩油茶林。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曹灿 刘奕芸

“这些‘行霸’被抓后，水泥市
场的秩序好多了，我今年能多卖
好几百吨水泥。 ”4月17日，益阳
市大通湖区千山红镇水泥经销
商张老板高兴地说。

去年2月， 大通湖公安机关
接到匿名群众举报称龙某某等
人为垄断千山红水泥行业，以暴
力手段阻止他人往千山红镇运
送水泥。

公安机关迅速开展调查，经
核实后，锁定了涉案人员龙某某、
张某某、颜某某。 经查，在大通湖
区千山红镇经营水泥生意的龙
某某、 张某某，2015年至2017年
间，多次伙同颜某某对多名水泥
经销商、供货商及群众实施威胁、
殴打，达到垄断千山红水泥市场
的目的，严重影响水泥市场的经
营秩序。

“以前的日子就像一场噩
梦，他们欺行霸市，差点把我逼

入绝境。 ” 水泥经销商张老板
说。 因觉得龙某某等人销售的
水泥每吨较市场价贵 20至 50
元，他试图从外地进购水泥，但
多次被阻拦。 2015年6月，他从
沅江进购水泥， 运输车刚到仓
库， 龙某某等人就前来阻止卸
货， 张某某还打了送货司机两
个耳光。

由于担心惹祸上身，沅江草尾
的一名水泥经销商王先生不敢将
水泥销到自己的家乡。 2016年，王
先生因送水泥到千山红遭到了龙
某某的殴打。 更让他惧怕的是，有
一次他安排2名司机往千山红送水
泥，卸货过程中遭到阻拦，司机与
龙某某、张某某、颜某某等人发生
冲突，颜某某从车上拿出砍刀对司
机进行威胁，并将他们的水泥强行
拖走。“这样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市
场秩序，怕受牵连，我们是敢怒不
敢言。 ”王先生说。

去年2月，龙某某、张某某、颜
某某3人先后被大通湖公安机关抓
获。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曾伟

“感谢公安部门抓住了罪犯，追回
了我的血汗钱。 ”4月12日，溆浦县举行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打击暨退赃大
会， 受害人严婷手捧着锦旗送到民警
面前，并从民警手中领回了被诈骗的4
万元现金。

当天的大会上， 溆浦县公安局宣
布对23名黑恶势力犯罪嫌疑人实施逮
捕； 该县法院对22名黑恶势力犯罪分
子进行现场宣判；25名受害人共50余
万元的物资被现场退还。

“10天不到就破案， 溆浦公安好样
的。”领回自己的装载机钥匙，该县水东镇
群众张通激动地说。 今年年初，他花30万
元新买了一台装载机， 用了不到2个月就
被盗，水东镇派出所很快就抓获了犯罪嫌

疑人，找回了他的装载机。 张通表示要积
极投入到扫黑除恶斗争中来，为扫除黑恶
势力尽一份力量。

溆浦县公安局负责人介绍， 自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该县积极
摸排黑恶势力线索，着力构建县、乡、
村三级“天网”工程，迅速形成对黑恶
势力犯罪的压倒性态势。 截至目前，该
县共打击处理恶势力犯罪集团5个、恶
势力犯罪团伙1个，破获涉恶刑事案件
29起，刑拘57人，查处“保护伞”6件16
人。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打击暨
退赃大会上，当宣布逮捕、犯罪宣判及
退回赃款赃物时， 现场1200余名干部
群众掌声雷动，纷纷点赞。“我们越来
越有安全感了。 ”卢峰镇居民刘菊花在
“扫黑除恶我参与”签字牌上高兴地写
上了自己的名字。

�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张
尚武）经省政府同意，省农业农村厅
日前下发《关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以
稳面积、稳产量为目标，推动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

稳面积。 控制耕地抛荒，确保水
稻功能区至少种上一季水稻，避免水
稻功能区“非粮化”“非农化”。 大力开
展集中育秧，在新型主体发展较快的
地方， 积极发展专业化集中育秧；在

新型主体发展滞后的地方，积极发展
村组能手育秧，推动双季稻优势区的
一季稻插花田、 零星抛荒田种上早
稻；解决因技术、劳力缺乏造成的双
季稻改单季稻问题；解决水稻直播造
成的污染环境、 产量不稳定等问题。
充分利用未开发的旱地、 高岸田、天
水田等发展旱粮生产。

稳产量。 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作
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促进大面积平
衡增产。 推广丰产性能好、 抗逆抗病

虫、适宜机械化、综合性状优良的水稻
新品种， 加大超级稻研究应用推广力
度，提高杂交稻品种覆盖率，减少常规
稻品种特别是自留常规稻品种的应
用。 控制水稻直播，防范早稻烂种、晚
稻遭遇寒露风带来的生产风险， 减少
除草剂对农田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推广合理密植，实施“多播一斤种，增
产一担粮”行动，保证丰产需要的基本
苗，实现减氮增效的目标。推广安全齐
穗，开展适期播种，合理搭配早晚稻品

种。落实防灾减灾技术措施，加强病虫
害综合防控，实现“虫口夺粮”。

增效益。《意见》提出，以高品
质、高效益为核心，推进粮食产业高
质量发展。 推广米质达到国标二级
以上的高档优质稻品种， 推进全程
绿色标准化生产。 推广“常德香米”
“南洲虾稻米”“松柏大米”等区域公
用品牌的市场开发经验， 着力打造
湖南稻米品牌， 提升湘米市场竞争
力，推进“湘米出湘”。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彭艺
通讯员 龙莎）17日下午，湖南省乡村振
兴发展论坛暨经验交流会在长沙召开，
近300名国内美丽乡村建设和特色村
镇发展领域的专家学者、技术团队和相
关部门领导代表各抒己见，共商乡村振
兴要事，共议乡村振兴良策。

参会人员围绕如何抓住政策红利，
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做好顶层设计、
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等展开深入交流。 大家认为，要顺应城
乡消费升级趋势， 着力优化农产品供
给，狠抓农业绿色安全生产，提升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顺应现代大农业发展要
求，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大力培植
发展新动能， 加快农业融合开放发展，
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 有专家提出，
推进乡村振兴，规划需先行，要以各方
力量联动，共同构筑乡村建设的规划蓝
图和行动路线；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必
须与广大农民群众意愿、需求“零距离”
对接。

会上，多家研究机构、文旅机构
发表了《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乡村振
兴》《设计改变乡村、 造梦乡野生活》
等主题报告。

“肉霸”团伙覆灭后———

老百姓吃上了实惠肉

衡东：农村辅警宣讲忙

“行霸”覆灭 市场有序

长沙中院召开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情况通报会

全市法院一审判决涉黑涉恶53案430人

“我们越来越有安全感了”

漫画/吴希

权威发布 省农业农村厅下发 《关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

稳面积 稳产量 增效益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孟姣
燕）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4月2日联
合印发《湖南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
排查大管控大整治” 百日行动工作方
案》以来，全省各地围绕查大系统、控大
风险、除大隐患、防大事故的工作目标，
在各行业领域、各企事业单位和人员密
集场所，展开了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
整治攻坚战。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有
近50家企业被查处曝光。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煤矿、非煤

矿山、工贸行业、交通运输、建筑施工、
消防安全、特种设备等九大行业是百日
行动重点关注领域。 目前，依法查处的
一批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违规企业集中
在长沙市、湘潭市、岳阳市等地，安全生
产非法违法行为主要有仓库内违法存
放危险化学品、存在安全事故、私搭乱
建、存在严重消防隐患、特种作业人员
未持证上岗等，各地应急管理部门给予
了整改、行政处罚、查封关停、立案调
查、曝光等处理。

共商乡村振兴要事
共议乡村振兴良策

湖南省乡村振兴发展论坛暨经验交流会在长沙召开

“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
百日行动迅雷出击
全省近50家企业被查处曝光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多名政协委员通过政协云提出微
建议，呼吁我省出台并落实“独生子女
护理假”。 日前，省人社厅回应称，相关
政策正在研究和酝酿中。

岳阳市政协委员陶婷婷是名“80
后”，也是独生子女。 她身边很多同是
独生子女的同事和朋友都有着照顾父
母的实际困难。 3月26日，她通过政协
云提出微建议，认为80后已成为社会
发展的中坚力量， 赡老抚幼的重担使
这一代独生子女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
中步履维艰， 尤其是异地养老问题已
成为这代人隐痛， 呼吁我省尽快落实

“独生子女护理假”相关政策。
此前，省政协委员、怀化市政协

主席李军也通过微建议提出了“尽
快出台独生子女护理假的建议”，建
议借鉴已出台护理假制度省份相关
经验，结合湖南实际，尽快制定实施
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

统计数据表明，到2018年底，全
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9亿，
占总人口的17.9%。为帮助独生子女
家庭减轻负担， 一些省份已陆续出
台“独生子女护理假”等相关政策。

目前，“独生子女护理假”的“官
方认定” 来自于去年人社部和卫健
委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两

份建议的答复，都认可设立“独生子
女护理假”有利于应对老龄化社会，
增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能力，
更好地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其中， 人社部对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第6205号建议的答复中
表示， 下一步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 综合考虑假期增加对企业人
工成本的影响等多方面因素， 积极
配合卫生健康等部门深入研究论
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积极向立
法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卫健委则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第4477号建议的答复中提
到，将协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鼓励和支持更多省份探索实施“独
生子女护理假”制度，让这项制度切
实惠及广大独生子女家庭。

截至2019年3月31日， 福建、广
西、 海南、 湖北等省区市已出台了与
“独生子女护理假”相关的规定，假期
从10天到20天不等。 湖北、黑龙江、四
川、宁夏、云南等5省区明确规定，非独
生子女也可享受护理假待遇。

由于“独生子女护理假”并没有
全国性的法规制度， 都属于地方立
法，从全国范围来看，这项政策在各
地落地情况不尽相同。 对此，陶婷婷
希望“除了尽快出台政策外，还希望
政策研究要关注落实的问题”。

委员们的建议得到相关部门高
度重视。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答复
称，已经关注到各方呼声，相关政策
正在研究和酝酿中，“已向人社部提
交相关材料，部里正在开展调研。 ”

政协委员呼吁出台“独生子女护理假”
相关部门回应：相关政策正在研究和酝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