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宁奎 通
讯员 王辉）“有村民反映印某承包工程后
恶意不给民工工钱， 并存在寻衅滋事行
为。”近日，桑植县上河溪乡杨竹溪村党支
部书记印显桃在与该乡党委书记、 纪委书
记座谈时，汇报了这么一条线索。

收集到该问题线索后，上河溪乡党委、
纪委立即按照相关要求将线索移交给公安
机关。目前，印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相关
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之中。

为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

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桑植县创新举措，建
立乡镇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与村党支部书记
约谈机制，共同梳理问题线索，签字背书，对
涉黑涉恶问题线索进行大起底、大排查。

今年以来，该县各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主
体责任，“三个书记”共同发力，对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12类打击重点逐项询问排查。23个
乡镇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已经全面完成了与
299个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座谈。截至目前，
收到涉黑涉恶问题线索27件， 初核了结11
件，党纪政务处分7人，组织处理13人，正在
办理16件，转立案5件，留置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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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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兆华 通讯员 刘奕芸 曹灿

“村霸”“市霸”“行霸”是社会的毒瘤、
群众利益的“啃食者”。2018年扫黑除恶专
项行动以来，益阳市集中打击整治“三霸”，
全力扫除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黑小恶”，
让啃食群众利益者“断食”。

“他们被抓了，我们终于能安安心心办
企业了。” 4月14日， 在赫山区衡龙新区，一
名曾受“村霸”敲诈的企业负责人刘先生如
是说。

2018年1月至4月， 赫山区衡龙新区村
民张某军、 张某熊先后3次窜入衡龙新区标
准化厂房在建工地，以必须给当地人安排工
程为由，威胁恐吓施工负责人，强行索要香
烟、现金等财物，累计非法获利6000余元。

刘先生回忆，因两人在当地颇有恶名，
迫于无奈，只能“破财消灾”。衡龙新区警方
执勤室在得知此消息后，当即将情况上报。
赫山公安分局党委指示斩断“村霸”伸向工
程领域的“黑手”。随后，赫山警方“优先快
办”，迅速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2018年4月以来， 陆续有群众实名举
报桃江县亚孚加油站违建及相关职能部
门助力黑恶势力作恶问题。

经查，2008年以来， 以唐某鸣、 欧阳
某、胡某平等人为首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采
取非法手段逼迫桃花江镇的3个液化气站
“联营”， 垄断桃花江镇所有瓶装液化气的
供应，随意调控液化气价格，2008年至今，
总共非法获利4000万元左右。

为阻止周边县市液化气进入桃江，唐某
鸣还以结伙入股等方式， 纠集社会闲杂人员
非法成立“稽查队”，控制10个乡镇（桃江县共
15个乡镇）液化气价，群众购买液化气要贵出
30元一瓶。同时，唐某鸣犯罪团伙还对到外地
购买液化气的40余名群众进行殴打、 追逐、
拦截，令当地百姓怨声载道。

桃江县公安局经过前期秘密侦查，于
2018年9月， 组织两次集中抓捕， 抓获唐某
鸣、 欧阳某等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嫌疑
人共17名。近日，益阳市纪委监委还对桃江县
住建局燃气管理站涉嫌单位行贿、滥用职权，
涉嫌充当“保护伞”问题立案调查6人，对桃江
县行政执法局规划执法大队、 县商务和粮食
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亚孚加油站违建问题
查处过程中工作不力的问题立案调查2人。

据统计，2018年至今， 益阳市共破获
“三霸”和宗族恶势力案件136件，抓获214
人，还群众和企业一片晴天。

益阳市严惩“三霸”

让啃食群众利益者“断食”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通讯员 谢晖 记
者 黄利飞）今天，华菱衡钢开始组织生产一
批X65QO深海海底管线管，该批产品将用于
中海油陵水17-2气田项目的油气输送。这是
华菱衡钢海工用管助力我国首次可燃冰试采
后，在深海领域的又一重要应用。

陵水17-2气田是我国首个深水自营千亿
方级大气田， 位于南海琼东南盆地深水区的陵
水凹陷，项目总投资额超200亿元，平均作业水
深1500米。2018年6月， 陵水17-2气田项目进
入实质性开发建设阶段， 其钻井平台油气输送
系统需要大量深海海底管线管产品“助建”。

经过前期精心准备， 华菱衡钢在项目激
烈竞标中脱颖而出， 一举拿下全部4个规格、
总长110千米的海底管线管合同。 受服役环
境影响，根据安装铺设要求，该批深海海底管
线管必须具有高强度、高韧性、可焊性、耐腐
蚀性、高抗变形等特性，对尺寸精度、表面质
量、 测量检查手段和产品可追溯性等也提出
了严格要求。华菱衡钢副总经理田研表示，将
精心组织生产， 对项目所需钢管在炼钢、轧
管、热处理等环节进行严格控制，做到产品生
产保质、保量、保工期，助力深海油气开发。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
讯员 王章倩）今天上午，共青团湖南省委、湖
南省直机关工委、 湖南省公安厅在湖南烈
士公园联合举行“传承·筑梦———忠诚保平
安” 主题活动暨省直机关示范性主题团日
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公安英烈，激励
广大青年弘扬五四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以
新担当新作为新形象， 迎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
据介绍，长期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忠诚履职，为助推湖南振
兴发展、 建设平安湖南和法治湖南做出了
重大贡献。广大公安民警舍生忘死、顽强拼
搏，用鲜血和生命确保了国家安全、维护了
人民利益、捍卫了法律尊严。新中国成立以
来， 湖南有600余名公安民警因公牺牲，其

中65人被授予烈士称号；改革开放以来，有
75名民警被评为全国公安系统一、 二级英
雄模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
动100周年，特别是当前正处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深入推进关键时期，越是这时候，越
需要我们铭记一切为国家民族和公安事业
做出贡献的英雄们， 越需要激励全省公安
青年民警、 引领省直机关广大青年弘扬五
四爱国精神，传承英雄精神。

活动期间， 省直和中央驻湘单位青年代
表、公安系统英雄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中
的青年民警代表、 公安英烈的同事及家属代
表参加上述活动。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宋云钊 郭纯树）近日，通过村民
举报，宁远县公安局成功打掉一个恶势力
团伙。据介绍，这是该村村规民约发挥作
用，群众主动参与扫黑除恶的一个缩影。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永州市
各级各部门广泛宣传， 积极引导各村修订
村规民约， 把扫黑除恶作为重要内容列入
其中，从而让广大群众认清“黑”“恶”的实
质和表现，坚决做到不涉黑、涉恶，并主动
检举身边的“小黑小恶”，形成全民扫黑除
恶的良好局面。新田县金陵镇金陵村，村民
们经过认真讨论，把拒绝赌博，发现有人聚
众赌博、搞宗族活动等积极举报，写进村规
民约。 祁阳县龚家坪镇沙子坪村通过广泛
征求群众意见， 把“检举黑恶势力人人有
责，发现一起黑恶势力，举报一起”等内容

写进村规民约。到目前，全市1000多个村
把扫黑除恶列入新修订的村规民约。

同时， 永州市广大农村以老党员、退
休干部和教师等为主的“五老”，主动监督
新村规民约的执行，发现不良苗头及时做
工作，主动与当地基层政府、公安等联系，
及时铲除黑恶势力存在的土壤。双牌县泷
泊镇一些村的村民发现有人在山林里开
设流动赌场，及时反映情况，该县公安机
关成功打掉一个赌博团伙。

永州市还把广大村民执行新村规民
约的情况，作为评选县、乡镇、村级“五好
家庭”“平安家庭”“五星家庭”等的重要内
容，有力地推动了文明新风，全市涌现出
零陵区石山脚街道悟山里村、江华瑶族自
治县沱江镇塘头坪村等一批全国、全省文
明村。

永州：新村规民约扬正气

漫画/傅汝萍

70年来我省600余名公安民警因公牺牲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英雄精神

助力深海油气开发

华菱衡钢海底管线管“挺进”南海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李彬 陈斯）今天，岳阳县城区“外滩中
央洋房”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放眼望去，
一栋栋洋房拔地而起， 工程已接近尾声。项
目负责人介绍：“自从公安机关打掉赵某维
恶势力团伙， 项目再没有发生一起阻工事
件，各项工程进展顺利。”

2018年6月5日，犯罪嫌疑人赵某维纠
集岳阳县荣家湾镇街赵社区赵某罗等 5
人，以承揽“外滩中央洋房”开发项目的附

属工程和索要青苗补偿款为由找开发商
谈判。被拒绝后，赵某维指使赵某罗等4人
到项目工地强行阻工，迫使工地停工多个
小时。6月14日，在犯罪嫌疑人赵某维的幕
后操纵下，该团伙纠集60余名村民，通过
拦截施工车辆、围堵施工通道等方式强行
阻工，致使工地全面停工，施工方蒙受巨
大经济损失。

经查明，近年来，赵某维利用其社区居
委会主任身份， 打着为村民谋利维权的幌

子，非法组建了一个只吸纳赵氏宗族势力的
“街赵资源管理小组”。该团伙先后多次进行
对抗上级党委政府、非法倒卖土地、强揽“城
中村”改造工程、强行阻工等涉恶违法犯罪
活动，对参与阻工人员由村里统一发放工资
报账处理，长期称霸一方、为非作恶。

2018年11月，岳阳县公安局依法将犯罪
嫌疑人赵某维抓获归案。目前，赵某维及该
团伙成员9人因涉嫌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 分别被刑事拘
留、逮捕、移送起诉。岳阳县公安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打掉“赵某维恶势力团伙”形成
了威慑，全县各类警情同比下降10.2%，发
案率同比下降9.6%，项目建设秩序明显好
转。

打掉“村霸” 项目“加速”

岳阳县警情同比下降10.2%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王昆 彭国焕)日前，隆回县纪委监委
对鸭田镇原福合村委会主任胡某文阻工闹
事、敲诈勒索违纪违法问题予以查处，给予
其开除党籍处分，违法犯罪问题移送审查起
诉。这是该县纪委监委深挖彻查、重拳治理
基层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的一个缩影。

2018年以来，隆回县纪委监委坚持把
扫黑除恶同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整治结合起来，通过采取发动群众“找”、联
合部门“排”、巡察聚力“挖”、组织回头“核”
等多种方式， 细查深挖农村党员干部涉黑
涉恶问题，纯洁组织。

该县纪委监委将接访窗口前移至信访
接待大厅，专设涉黑涉恶举报窗口，县纪委
监委班子成员轮流值班，“面对面”接访。通
过各种方式， 鼓励群众积极找问题、 报线

索。联合组织部门对3475名村居“两委”成
员进行廉政审查，排查出违纪违法村居“两
委”成员288人，均给予党纪处分或组织处
理，对换届前属于“九不选”情形的45名村
居“两委” 成员按程序处理到位并补齐配
强。同时，组织开展专项巡察、常规巡察和
村级巡查，依托片区一体化管理，分6大片
区对全县25个乡镇（街道）纪委（纪工委）已
办结的案子或正在办理的案子进行“回头
看”，对已查办但群众仍反映强烈的问题线
索由干部监督室进行再核再查， 坚决对农
村基层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零容忍”
“零放过”。

截至目前， 隆回县纪委监委共对52条
问题线索进行了直查直办， 立案审查调查
12人,党纪处分5人,组织处理5人；打掉“保
护伞”7个，移送涉黑涉恶问题线索8件。

隆回县：

重拳治理基层党员干部涉黑涉恶

桑植县：

“三个书记”发力扫黑除恶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马秋

“四查七看六调研”经验做法被全国扫黑
办推介， 办理文烈宏涉黑专案的做法被最高
人民检察院推介……近年来， 湖南省检察机
关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从力度、精度、深
度上助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推向纵深。
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涉黑涉
恶犯罪1759件4734人， 起诉涉黑涉恶犯罪
866件3911人，不批捕578人，不起诉66人，立
案监督207人，追捕520人，提出抗诉175人。

检察机关如何助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向纵深发展？近日，省检察院党组副书
记、副检察长卢乐云就此接受了湖南日报记
者专访。

打出“力度”：社会空间没有
法外之地

2019年4月6日，省检察院、长沙市检察
院、浏阳市检察院共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
办理全省首例网络“水军”涉恶案———不久
前， 浏阳市检察院通过引导侦查固定证据，
依法将长期利用网络敲诈勒索的“网霸”林
东亮等人绳之以法。当天，省检察院迅速成
立了法律政策组、办案指导组、检察建议组、
法治宣传组，通过以点带面推动类案办理。

在卢乐云看来，从网下到网上、从传统
领域到新兴领域，这是全省检察机关以饱满
的斗争精神推动专项斗争的缩影。社会空间
没有法外之地， 专项斗争首要是打出声威，
检察机关必须要敢办案、快办案、办好案。

一年来， 围绕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
署，省检察院先后召开10次党组会、6次检察
长办公会和5次全省性会议反复动员部署。
2019年，省检察院围绕“套路贷”“校园贷”等

新型“软暴力”犯罪加强指导，推动办理此类
案件192件。瞄准群众反映强烈的“村霸”“市
霸”“行霸”等12类重点犯罪重拳出击，办理
此类涉黑恶案件343件。对重大疑难复杂、社
会影响大的案件，与省公安厅联合挂牌督办
6批46件案件，已提起公诉13件314人，法院
判决8件216人。

打出“精度”：确保每起案件
都经得起检验

2018年5月， 茶陵县检察院在审查公安
机关移送的一起涉恶案件———雷某君、邓某
炜等13人涉嫌寻衅滋事罪案时， 敏锐地察
觉到了其中的不寻常———公安机关认定雷
某君不符合恶势力认定标准； 与雷某君斗
殴的邓某炜却极有可能涉恶。 该院成立专
案组提前介入，引导公安转变侦查思路，挖
出了以邓某炜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和其

“上线”、 以谭某华等为首的黑势力犯罪集
团。

“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是黑恶犯
罪一个不放过。检察机关既全力支持公安机
关打出声威，又强化证据审查把关，确保案
件办理经得起法律、历史的检验。”在卢乐云
看来， 确保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
进，是检察机关必须守好的“哨位”。

一年多来， 全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既
不降格也不拔高。 提前介入重大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 涉案人数众多的恶势力集团
犯罪等“七类案件”139件，追捕520人，追
诉241人。对公安机关以涉黑涉恶移送审查
起诉的案件未予认定242件；对公安机关未
以涉黑涉恶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通过深挖
细查认定163件；监督立案207人，提出抗
诉175人。

打出“深度”：坚决铲除黑恶
势力滋生土壤

2018年，常德市检察院在办理文烈宏涉
黑专案时，将其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行
为作为深挖彻查重点。在省检察院协调指挥
下，专案组依法将包庇纵容文烈宏的省公安
厅原常务副厅长周符波、长沙市公安局原常
务副局长单大勇认定为“保护伞”，2人被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作为典型案例通报。

“黑恶势力坐大成势，必然有其‘关系网’
和‘保护伞’，扫黑除恶绝不能就案办案、就黑
扫黑、见黑不见伞。”全省检察机关始终紧盯
案件背后“保护伞”问题不放，依托办案发现
并移送涉嫌“保护伞”线索175件；与纪检监
察机关建立线索双向移送机制，受理此类问
题线索58件。坚持把专项斗争与惩治基层腐
败、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紧密结合，提出严格
落实选举“负面清单”等检察建议115份。

卢乐云表示，今后全省检察机关将从五
个方面推动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一是大要
案攻坚再升温，集中优势火力办好大要案。二
是破“网”打“伞”再升温，把破“网”打“伞”作为
主攻方向，对近年来已审结的案件开展“回头
看”，深入摸排“保护伞”线索。三是“缴财断血”
再升温，依法监督采取财产刑和行政处罚等措
施处置涉黑涉恶案件的涉案财产，摧毁黑恶势
力的经济基础。 四是惩治新型黑恶犯罪再升
温，把握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新趋势，实现对新
兴行业和领域的黑恶势力精准打击。五是助推
综合治理再升温。以专项斗争为牵引优化法律
监督职能，推动基层专项治理、系统治理、依法
治理和源头治理。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
促进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加强监管，
从源头上防范黑恶势力滋生蔓延。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在法治轨道上向纵深发展

———访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卢乐云

打“七寸”

� � � � 湖南日报4月1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田拥军) 今年一季度全省产业项目建
设来势喜人。14个市州铺排重大产业项目
2900多个，已新开项目610个，有力支撑了
全省一季度投资稳增长。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今天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今年是我省第二个“产业项目
建设年”，作为活动主要牵头单位，省发改委
正在调整完善2019年度“五个100”的项目
清单，引导全省上下聚精会神抓产业、谋产
业、强产业，着力培育湖南经济新的增长点。

4月12日至16日，《湖南日报》 连续刊
发“晨风”系列评论《论集中精力抓好经济
新的增长点》，引发社会强烈反响。省发改
委在其官网上全文转载了“晨风” 系列评
论，号召全系统认真学习。当前，省发改委
正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产
业项目建设年的决策部署，要求各级发改
部门切实承担好“五个100”的统筹协调职
责，锲而不舍地抓产业、谋项目，切实推进
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今年，省发改委创新机制，在项目选择
上突出“智能制造”这个核心，适当提高制造
业的项目比重；在项目进度、节奏上加快步
伐，加大投入，努力实现产业项目建设对稳
增长的支撑作用；在奖励机制上加大产业项
目建设考核的正向激励力度，充分调动各地
抓产业项目建设的积极性。

为充分保障产业项目建设，省发改委将
积极推动金融资源向产业项目倾斜，为企业
雪中送炭，解优质项目燃眉之急。对产业项
目优先保障用地、用电、用气、用水，做到应
保尽保，搞好配套。建立“五个100”企业用
工对口服务机制，提供“量身定制”的用工服
务，积极帮助企业降低用工成本。

目前，省发改委正牵头组织开展“优化
营商环境执行年”活动，继续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将在“五个100”项目中率先体
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成果，全面
实施“承诺制”“代办制”等创新模式，实现
前期工作高效率， 营造更加优良的产业发
展环境。

省发改委锲而不舍抓产业谋项目

全力统筹推进“五个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