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黑案宣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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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黄卫红 王娟

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迈入闯关
夺隘、奋勇攻坚的决战阶段。 永州两级
法院利剑出鞘，以强大攻势开展为民除
害“大扫除”。截至 9 月底，共审理一、二
审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248 件 1421 人 ，
审结率达 100%， 全市法院涉黑恶案件
实现全部清零，是目前全省唯一实现涉
黑恶案件全部清零的市州法院。

厉兵秣马
下好全市一盘棋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
同阶段攻坚目标清晰明确，如何谋篇布
局，为扫黑除恶贡献“法院智慧”，成为
永州法院新的思考点。

今年 5 月 7 日至 9 日，被告人李祖
贻等 20 人涉黑案在江永县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成为湖南省法院疫情期间大要
案现场提押被告人到庭审理的第一案，
庭审组织经验得到省高院田立文院长
的肯定，在全省法院推广。

为让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因疫情
防控而“暂停”，永州法院由一把手直接
调度， 分管院领导和办案团队积极协
调，制定详细的庭审保障和疫情防控方
案，在保障参与人安全的情况下，组织
庭审有序进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针对涉
黑恶案件常见问题，永州中院组织所有
办案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发放《涉黑恶
案件办案指南》， 指导办案人员准确把
握政策法律界限，统一适用标准。 建立
每案必研制度，及时分析总结，不断提
升专业审判能力。

同时，实行“一把手盯一把手、一级
盯一级”的逐级负责机制，推行“包案负
责、全程跟踪、定期督办”的流程管控制
度，构建“一天一调度、一事一指导”的
上下联动机制。

5 月 9 日， 永州中院党组书记、院
长罗重海在全省率先以督办令的形式，
将未结的 11 件涉黑涉恶案件逐案交办
各县区法院院长，并以审判长身份办理
陈小青涉黑案，树立领导带头示范的责
任效应。

此外，永州法院加强与公安、检察、
纪监委的协作沟通， 形成打击合力。 7
月 18 日，祁阳、蓝山、新田 3 个基层法
院同时开庭审理扫黑除恶大案，涉案人
数均在 25 人以上，警力安保困难。永州
中院及时报告市委政法委，在相关部门
统筹协调下，公安机关调配警力，协同
做好安保工作，保障案件顺利开庭。

铁腕惩治
用好司法审判之利剑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需以铁腕之势
让黑恶势力“清仓归零”。

2015 年 7 月以来， 以欧阳晓勇为
首的黑社会组织纠集社会闲散人员，以
暴力、威胁手段实施聚众斗殴、敲诈勒
索、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称霸宁远，为
非作恶，造成群众心理恐慌。

2018 年 12 月 24 日， 宁远县法院
一审公开宣判欧阳晓勇等 29 名被告人
涉黑案，判处首要分子欧阳晓勇、欧阳

伟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其他 27 名成
员分别被判处 1 年至 13 年不等的有期
徒刑及罚金。

判决结果一出，当地群众无不拍手
称快。此案也被最高法作为典型案例予
以发布。

“要恪守法定标准和程序 ，既不人
为拔高，也不降格处理，做到宽严有据、
罪刑相适。”罗重海强调，要把每起案件
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

上世纪 90 年代，被告人欧阳江彪、
欧阳德盛与他人结伙，在广州市参与实
施多起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形成了
恶名昭著的“两枪一斧”劫财团伙，分别
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2014
年相继刑满出狱。 2015 年，2 人分别与
他人合伙。在宁远县成立公司发放高利
贷牟利，随后以成立的 2 家高利贷公
司为据点 ， 大肆接纳刑满释放和社
会闲散人员 ， 实施多起违法犯罪行
为 ， 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
生活秩序 。

2019 年年底， 该案被市检察院移
送起诉。 案件案情极为复杂，涉案人数
达 26 人，案卷达 208 本。永州中院合议
庭严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历经两次追
诉、两次补充起诉。 在涉黑与涉恶的界
定上，合议庭法官在审判长卢勇的带领
下反复推敲相关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
孜孜不倦地“抠”证据，最终认定该案为
涉黑案，一审判决 3 人死刑、3 人死缓、
1 人无期的重刑。

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市法院一审涉
黑涉恶犯罪案件 141 件 769 人 ， 审结
141 件 769 人，结案率 100%；二审受理

107 件 652 人， 审结 107 件 652 人 ，结
案率 100%；252 名犯罪分子被判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重刑率 32.7%；涉黑
涉恶案件实现全部清零。其中欧阳江彪
涉黑案、韦镜银涉黑案、郑源桂涉恶案、
袁帅涉恶案等被省高院列为典型案例。

“打财断血”
摧毁黑恶生存之根基

“打财断血”工作开展以来，永州法
院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法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审判执行工作推进会精神，重拳
出击，强力推进“打财断血”专项活动。

“‘打财断血’要想打得狠 ，摸清财
产状况格外重要。 ”分管执行工作的中
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柏国春在“打财
断血”专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为此，在
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永州法院执行局
主动提前介入财产摸底工作，及时了解
公安、 检察机关对涉案财产的查封、扣
押、冻结情况。 道县法院受理的李远山
等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一
审宣判前，执行局查封被告人名下的房
产 127 套 、车位 511 个 、车库 24 个 、商
铺 10 套、车辆 2 台及部分投资股权。

“法官，我来替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缴纳罚金。”在一起涉恶案执行中，被执
行人父母在法官几次走访做思想工作
后，主动联系执行法官，为被执行人缴
纳了 1.5 万元罚金。

与此同时，全市法院开启协同执行
模式，共同助力“黑财清底”执行攻坚专
项行动，解决涉黑涉恶案件执行难题。

在执行 “6·23”黄长军等人涉黑案
过程中，冷水滩区法院查到被执行人黄

长军、黄喜平在道县有 10 处不动产，其
中有 8 处设立了抵押，所涉案件已进入
道县法院执行程序。遂向永州中院发出
请求。 对此，永州中院执行局局长廖辉
召集两家法院执行局局长召开专项工
作推进会，决定该案由两家法院协同执
行，由道县法院处置抵押不动产，待优
先债权支付以后，剩余款项交至冷水滩
区法院。

永州两级法院充分借鉴“基本解决
执行难”工作成果，实行协同执行，形成
强大合力，啃下了一块块“黑财清底”硬
骨头。 截至 10 月 30 日，全市涉黑恶犯
罪案件刑事裁判涉财产案件执行到位
总额 4878.50 万元， 到位率 90.65%，位
居全省第二。

望闻问切
开好社会治理之良方

善除害者察其本 ， 善理疾者绝其
源。 永州中院积极延伸审判职能，通过
司法建议推动问题解决和长效机制建
设，“掐苗子”“开方子”“除根子”。 永州
中院制订了《关于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司法建议工作的意见》， 要求法官针
对案件反映出的行业监管漏洞、行政执
法盲区、社会治理短板，以“病例”形式
提醒各职能部门 “堵漏”， 完善工作机
制，提高综合治理能力。

“建议贵局提高治安管理能力，加
大对特殊场所的检查力度，发动群众积
极举报，及时发现和查处涉赌违法犯罪
活动，提升群众自觉抵制赌博的法律意
识。”永州中院在审理涉黑案中发现，被
告人犯开设赌场、寻衅滋事罪，助长了
赌博风气，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且因
此引发了其他刑事案件。 对此，向公安
机关提出了司法建议。

公安机关后拿出了整改方案：加大
对娱乐场所、 酒店宾馆等地的查处力
度，加大涉赌危害宣传，公布举报电话
鼓励群众积极举报，依法严惩涉赌违法
犯罪。

零陵区法院在审理一起重大涉黑
案中发现，黑恶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以请
客吃饭送礼及恐吓选民的方式干涉当
地基层选举。 对此，建议当地党委政府
加强对基层政权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
组织选举的领导和监督，进一步规范选
举程序和行为。

当地政府收到司法建议后，随即反
馈将加强监督管理，积极发动群众参与
监督举报， 坚决同一切黑恶势力做斗
争。

针对黑恶势力在娱乐场所从事色
情交易问题，法院建议公安机关加强对
娱乐、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身份登记和
管理，对曾经从事此类行业的人员进行
联网管理，一旦此类人员出现在娱乐场
所，系统自动报警，提醒民警加强对该
场所及相关人员的管理力度。

针对校园欺凌现象，法院建议教育
机关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密切关注学生
心理动态，对校园欺凌、校园矛盾纠纷
等工作定期排查整治、 严格出入管理、
密切校警联络。

截至今年 10 月， 两级法院共发出
相关司法建议 111 条 ， 收到反馈 111
条，整改 109 条，司法建议发出数、反馈
数和整改到位率均列全省第一。

永州法院：向黑恶势力亮审判“利剑”
———两级法院审理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248 件 1421 人，审结率达 100%

审判团队研讨扫黑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