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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银 周敏 郭杨

今年来， 临澧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 , 打掉 11 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破获涉黑涉恶案件 150 件， 刑拘涉黑涉
恶犯罪嫌疑人 143 人，移送起诉 132 人，
逮捕 109 人 ，判决 81 人 ，有力保障了群
众安居乐业，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提高政治站位构筑大“擂台”
临澧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 “扫

黑除恶专项”领导小组，组建县扫黑办和
4 个扫黑除恶工作组， 制定专项斗争行
动方案， 建立完善 10 多项工作机制，健
全考核办法， 每年安排 100 万元专项经
费， 为开展专项斗争提供强有力的经费
支撑。

工作组成员经常深入乡镇街道 、项
目建设现场一线，掌握前沿情况。 县扫黑
办采取每日交办涉黑涉恶线索， 每周上
报打击处理数据，每旬会商大要案件，每
月召开推进会或现场督办会等方式 ，快
抓、紧抓、实抓责任倒逼 ，对涉黑涉恶问
题突出的地区、行业、领域，实行通报、约
谈、挂牌督办，严格责任督导和追究。

县纪委监委践行挺纪在前， 全面开
展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 “大清仓”，无
缝对接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 ”，受理
和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 “保护伞” 线索
72 条，审查 14 人，开除党籍 8 人,开除公
职 5 人，党内严重警告 2 人，诫勉谈话 1
人。 县委组织部对全县 921 名村（社区）
干部 1.7 万名农村党员比照“18 类问题”
进行逐级排查，精准整顿软弱涣散村（社
区 ）党组织 16 个 ，优化调整基层党组织
书记 12 人，村居两委班子成员 15 人，着
实筑牢基层战斗堡垒。 县法院、 县检察
院、县公安局 、县司法局充分发挥尖刀 、
拳头作用，主动打好扫黑除恶“组合拳”，
同心发力、精准打击，确保了案件线索双
向移送、重大事项报备、案件核查监督等
多项机制真正落实落细。

发动群众参与充实大“阵容”
全县为凝心集智聚力， 打赢扫黑除

恶的人民战争， 全面提高群众对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激发全
民参与的积极性。

全县充分运用电视专栏、官方微信、
悬挂宣传标语、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出
动宣传车、发放通告、“村村响”广播等方
式，并结合“众创平安”、志愿者日、“三联
四大”活动 ，组织平安建设志愿者 、政法
干警、基层干部深入村（社区），广泛开展
扫黑除恶宣传 ，形成了“报纸有文、电视
有影、广播有声、网络有报道 、城乡有标

语”的强大宣传攻势。 截至目前，全县共
制作悬挂固定标语 4000 余条，出动流动
宣传车 1000 余台次，编发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简报 56 期。

广泛发动群众，全面挖掘黑恶线索，
设立了扫黑除恶工作举报电话、邮箱、网
络举报平台，出台了《临澧县举报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 》，与乡镇（街

道）、行业主管部门签订涉黑涉恶案件线
索摸排责任书。 截至目前，全县共接到各
类举报线索 427 条，通过初步研判分析、
核查回复 419 条， 市扫黑办认定的有价
值线索 106 条。

突出依法严惩展开大“围剿”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临澧县始

终保持严打重惩的高压态势， 结合本县
实际、调准斗争靶向，将打击锋芒始终对
准群众关切和社会关注的砂石、房地产、
烟花企业、农贸市场等重点地区、行业 、
领域，先后开展了“6+1”专项行动、“回应
民调关注、打击违法犯罪”等多项专项行
动。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等政法
各家，紧盯黑恶势力 ，实行专案经营 、深
挖彻查、定期会商 ，做到了快侦快捕 、快
审快诉、快判快结、打击精准有力。 专项
斗争以来， 全县彻底瓦解了以蒋某为首
的恶势力犯罪团伙，2017 年 8 至 11 月期
间，蒋某军 、蒋某平为牟取非法利益，纠
集刘某、汪某 、王某、康某等刑满释放或
社会闲散人员形成恶势力， 在佘市桥镇
境内多处开设流动赌场， 以扑克牌、“搬
点点”的形式，吸引临澧县、张家界市、石
门县、 澧县等地 50 余人次参与赌博，非
法获利 200 余万元。 一举捣毁了称霸一
方的“地下处警队 ”，该 “地下处警队 ”以
魏某波为首 ，涉案 23 人，这一犯罪团伙
长期盘踞在常德市武陵区、 汉寿县及本
县多次作案 ，涉嫌寻衅滋事 、恶意竞标 、
敲诈勒索、涉枪犯罪等。成功打掉了以石
某为首的 16 人涉黑组织，该犯罪组织涉
嫌寻衅滋事 、非法拘禁 、聚众斗殴 、敲诈
勒索等多项罪名， 非法牟取暴利近 200
万元，首犯石某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 2003 年以来，以徐某明为首的涉
黑犯罪组织长期聚集在临澧县城区及望
城街道、四新岗镇 、修梅镇等地，多次有
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涉及刑事案件
38 起。 2019 年 4 月，县公安局成立专案
组侦办， 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 25 人，主
犯徐某明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24 年，人民
群众拍手称快。

出重拳 扫黑恶 保平安
———临澧县凝心聚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今年以来， 临澧检察院始终坚持贯
彻各级党委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扛
起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
责 ”，从严管理监督干部 ，扎实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党组将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

会精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
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相关文件精神
和《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规定》开展集中学习并进行研讨。

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规划
全年党风廉政工作建设任务， 确定将监
督延伸到8小时工作之外。组织全体检察人
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教育检察人员知敬

畏、存戒惧、守底线 ，督促依法用权 、公正
用权、廉洁用权。 利用书记上廉政党课，教
育工作人员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树牢
纪律规矩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据今年最高检关于落实“三个规定”
的重要指示 ，将执行 “三个规定 ”情况纳
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召开党组班子
会认真学习 “三个规定”、《实施办法》具

体内容，要求全体党组班子提高政治站位，
认真落实报告制度。 明确党组副书记、常
务副检察长主抓， 明确纪检监察专干负
责“三个规定”报告事项的收集、统计、上
报工作，严格执行一月一报告制度。定期向
市院报告 “三个规定 ”和重大事项记录
报告制度执行情况，今年共报告记录 10条。

刘映芬 刘丽君

扫黑除恶工作会议现场。

民警在城区巡逻。

悬挂横幅进行宣传。

临澧检察院：压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