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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欧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张家
界市永定区各级各部门紧扣工作要求 ，
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始终把打击锋芒对
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社会危害严重的
突出问题，集中力量实施强力打击，坚决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

部门协同、集中精力，形成有效打击
永定区始终绷紧责任这根弦， 聚焦

问题，狠抓整改，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深入开展，以更扎实的作风、更有力
的措施积极做好各项工作。

永定公安分局切实担负起公安机关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打击黑恶犯罪的
主责主业，广泛动员、迅速部署、细致核
查、精准出击，侦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张家界第一起涉黑案件 （即 611
专案）。 专案的庭审判决有力打击了黑恶
势力犯罪，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向慈庸指挥 、调度 ，确保
庭审期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行业清源、铁腕治旅，游客宾至如归
今年 7 月 22 日 ，永定区出台 《关于

实施“八个一律”进行铁腕治旅的通知》，
对追客赶客、 非法经营等扰乱旅游市场
正常经营秩序， 侵害游客正当利益的违

法犯罪行为“零容忍”。 全区各级各部门
紧密配合、协调联动，以雷霆之势迅速展
开系列整治行动。

截至目前， 全区相关部门共开展大
型联合执法行动 19 次，公安机关共批评
教育 10 人，训诫 37 人，警告 20 人，行政
拘留 20 人；刑事拘留 12 人，取保候审 2
人，网上追逃 1 人；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关
闭整顿非法涉旅经营场所 31 处；查处非
法运营车辆 18 台。

“铁腕治旅 ”以“八个一律”为抓手 ，
深入开展旅游领域“行业清源”行动 ，由
区扫黑办牵头区文旅广体局、 区市场监
管局、区公安分局等相关单位，对各种扰

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行为从严从快打击 ，
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全区统
一下发上述《通知》2000 份，并录制相关
音频，通过村村响 、无人机喊话、巡逻车
等进行循环播放 ，努力营造 “铁腕治旅 ”
浓厚氛围。

创新举措、全民参与，打造平安永定
该区以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永定”

为目标，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及时排查化解矛盾
纠纷，全面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全面
推进“平安家庭、平安校园、平安村（居）、
平安企业”等系列平安创建。

今年 8 月 7 日，永定区开展“我为家
乡平安建设增光添彩” 活动暨平安永定
文艺汇演， 并进行网络直播， 点击量达
30 万人次，相关报道被中央政法委官网
中国长安网、新湖南转发，引起社会强烈
反响。 8 月 24 日开始，区委政法委、区平
安办组织平安永定文艺汇演在 24 个乡
镇（街道）进行巡演 ，各乡镇 （街道 ）结合
实际开展各有特色的 “我为家乡平安建
设增光添彩”活动。 截至目前，已开展 21
场。

永定区通过专项督导， 推进省民调
反馈问题整改。 将每一个问题细化到所
有责任单位， 督促相关单位递交整改台
账 ，7 月中旬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
平安建设工作督导， 确保省民调反馈问
题整改到位。

区委政法委还联合虎牙直播， 精心
策划平安建设系列直播，9 月推出“铁腕
治旅”、禁毒、探班永定派出所、平安永定
文艺巡演、查酒驾 、反“电诈 ”、走进永定
区司法局、走进永定区法院、乘风破浪的
“法官姐姐”、走进永定区检察院、传承红
色基因·争当政法铁军 10 期直播， 点击
量达 748 万人次。

永定区将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创新机
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有力维护全
区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为永定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平
安稳定的治安环境。

慈利：跟进监督 共同“禁”“退”

本报讯 （通讯员 杨玥妙楠）“请问你们如
何精准识别‘三无’船舶， 摸清无证专业捕捞
渔民的底数了吗？ ”近日， 在慈利县江垭镇政
府， 县纪委监委督查组详细了解禁捕退捕工
作开展情况。

连日来，慈利县各乡镇（新城区）纪委（纪
工委）和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深入一
线监督，针对渔民身份识别、渔船网具回收拆
解等内容开展精准监督，现场查看禁捕退捕渔
船、渔民建档立卡台账等资料，严查是否存在
退捕工作不力、“三无船舶” 是否清零等问题，
县纪委监委对照任务清单进行定期调度，督促
落实落细禁捕退捕各项工作。

“以前一网下去， 能捞上来百十斤大鱼，
现在都是些小鱼小虾，禁捕才能让鱼长得更好
啊！ ”老张是龙潭河镇的渔民，从 16 岁开始在
黄石水库以打鱼为生，至今已经 30 年了，亲身
经历了水库的鱼类资源由多变少。他对专项行
动十分支持，禁捕退捕工作开展后，主动上交
了自己的 3 条渔船。

目前， 慈利县现有涉渔“三无”船舶 2934
艘， 已按规定全部清理到位。全县共出动执法
人员 388 人次，执法车 84 辆次， 执法船 22 艘
次，水上巡查 275.5 公里， 查办电鱼案 16 件，
查办违规渔具案 2 件，查获涉案人员 22 人，涉
案渔获物 54.16公斤，涉案渔获物价值3250元。

禁捕退捕工作开展以来，全县共检查餐饮
户 2210 家、 水产品销售户 142 家、 超市 254
家、农贸市场 69 个、食品户 382 家、渔具经营
户 59 家，电商平台网络检测 118 次；责令经营
者更换店门招牌 25 个、橱窗广告 76 起、菜单
237 份，签订承诺书 1300 份。

下一步， 县纪委监委将强化督促检查，压
紧压实主体责任，全力护航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禁捕退捕工作。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
者 周玉意 通讯员 曾凡庚 杨湘斌 ）
今年以来， 隆回县与广东公安机关共
商共建， 在广东组建高规格的外流贩
毒整治工作站， 探索建成打击外流贩
毒同向发力、 同享情报、 同步侦查的
“三同 ”合作新模式 ，打击整治外流贩
毒取得丰硕战果。 今年两地公安同享
情报信息 50 余条，同步打击和查处贩
毒案件 11 件。截至 10 月 10 日，该县外
流贩毒人数下降至 7 人 ， 同比下降
88%。

为创新做好外流贩毒整治工作 ，

该县与广东警方探索建立了将隆回籍
外流贩毒人员移送隆回起诉审判的模
式。 这一模式有效节约了广东地区公
安机关的警力， 促进了湘粤两地全力
挖掘贩毒人员上下线， 全链条打击吸
贩毒现象的积极性。

同时，该县整治外流贩毒广东工作
站充分发挥在粤党政军商人员和商会
的积极作用，与广东警方同享情报，做
到全方位沟通。 今年 4 月，广州市某区
公安分局发现一隆回籍贩毒嫌疑人返
回隆回，将情况通报给工作站，工作站
立即与相关派出所联系，一举抓获 4 名

毒贩。
此外， 该县与广东警方同步侦查，

合作打击全天候。 该县在整治外流贩
毒工作中， 全程参与和协助广东警方
开展信息排查、人员查缉、审查扩线等
工作，实现全天候合作打击。 8 月 3 日，
东莞市公安局麻涌分局麻涌派出所抓
获 3 名隆回籍贩毒人员，工作站获悉东
莞警方不熟悉涉毒人员方言， 第一时
间赶往东莞参与审讯侦查工作。 协助
侦破了以胡某为首的团伙贩毒案 ，成
功打掉了一个涉及山西、湖南、广东的
贩毒团伙。

本报讯（通讯员 李杏）今年以来 ，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为推进区域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积极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在辖区乡镇及高
新区挂牌设立了 13 个诉源治理工作
站。 这些工作站积极参与基层矛盾纠
纷化解，提供全方面的法律服务，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近日，益阳高新区的诉源治理工作
站就成功化解了一起重大矛盾纠纷 。
秦某某今年 28 岁，系家中独子。10 月 3
日凌晨， 其上夜班时驾驶电动三轮车
在厂区内送货， 撞到堆放在车间门口
的货物，经抢救无效死亡。 其家人及亲

属在其工作的企业及所在地办事处维
权，给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负面
影响。 高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多次组
织死者家属和有关单位协调工伤死亡
赔偿事宜未果。 高新区综治中心 10 月
9 日请求赫山区法院对口联系和负责
高新区诉源治理工作站的法官给予协
助。 当日，诉源治理工作站员额法官熊
乾坤赶到高新区综治中心，指导高新区
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法依规调处纠纷，安
抚群众，了解情况，精准分析法律责任
承担及工伤赔偿标准，给出了令死者家
属和用人单位均信服的建议意见。秦某
某系劳务派遣用工，劳务派遣公司未为

秦某某缴纳工伤保险，致使用人单位与
劳务派遣公司就工伤赔偿事宜互相推
诿。承办法官阐释用人单位与劳务派遣
公司对秦某某工伤死亡赔偿依法应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说服用人单位先行垫
付工伤死亡赔偿款。之后再就已垫付的
赔偿款与劳务派遣公司进行协商或依
法起诉处理。 经过一天一夜的调解，用
人单位接受了熊乾坤的意见，先行垫付
了秦某某的工伤死亡赔偿款 124.48 万
元，纠纷得以平息。

截至今年 10 月 15 日， 赫山区法院
各诉源治理工作站共接受人民群众法律咨
询 617人次， 已成功化解纠纷 158 起。

让平安创建的春风吹进群众心坎里
———永定区扫黑除恶、平安建设交出满意成绩单

直播执法。

隆回探索“三同”合作模式打击外流贩毒

小小工作站 发挥大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