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某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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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以
来，江永县自然资源局紧扣行业特点，主
动作为，强化措施，按照“有黑扫黑、有恶
除恶、有乱治乱、固本强基”工作要求，多
管齐下开展工作， 使全县自然资源领域
扫黑除恶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
平进一步得到提高。

江永县自然资源局抽调骨干力量负
责扫黑除恶工作， 全面负责全系统案件
线索摸排工作的统筹协调 、督促 、检查 、
线索汇总 、任务落实 ，全链条夯实责任 ，
做到“有人管事，事有人管，管有结果”。
此外，该局在公路要道、集市等重要区域
公共场所， 利用宣传车轮回宣传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张贴自然资源领域扫黑除
恶专项打击通告和线索举报通告， 发放
宣传资料，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累计发放
《自然资源领域扫黑除恶宣传手册》1830
本，张贴横幅 30 余条。

保持高压态势，深挖彻查涉黑线索，
该局联合森林公安 、环保 、水利 、林业相
关部门深入全县排查， 定期与不定期组
织巡查 389 余次，出动巡查人员 1089 余
人 ， 发现和制止自然资源违法行为 14
起。

严格控违拆违 。 出动人员 1020 人

次，共拆除 11 起违法占地建筑 ，拆除面
积为 2497.3 平方米 ， 其中立案查处 10
起 ， 非立案拆除 14 起 。 共恢复耕地
24026.9 平方米，注销过期废弃砂石矿山
矿业权 14 个， 查处超深越界矿山 9 个，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95.9959 万 元 ， 罚 款
14.3995 万元 ，移送公安机关 2 个 ，共排

查“大棚房”1031 个，面积 2539.33 亩，其
中塑料大棚 91 个 ，面积 151.54 亩 ，其他
大棚 940 个，面积 2387.79 亩。 发现违法
违规建设图斑数 12 个，项目 10 个，占耕
地面积 18.944 亩 ， 占用基本农田 2.09
亩，已全部整改到位，其中附属及配套设
施超标项目 2 个，拆除复垦到位，属另案

处理项目 8 个，其中 3 个自行拆除到位，
4 个拆除并复垦到位，1 个按设施农用地
在农业和自然部门备案。 全县疑似违建
别墅问题图斑 92 个 ， 通过现场实地核
实， 共摸排出疑似违建别墅问题 14 个，
已整治完毕。

该局聚焦土地开发项目建设中煽动
村民非法阻工、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拒
不配合执法监管、 强行非法占地等 5 项
自然资源领域整治重点内容， 不断加大
行业治理力度， 从源头上补短板、 堵漏
洞、 强监管， 维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秩
序。 借助全国扫黑办搭建的“三书一函”
信息平台，加强与县纪委监委 、法院 、检
察院、公安等单位沟通协作，把整治行业
乱象与倒查监管责任结合起来， 确保自
然资源和规划领域涉黑涉恶突出问题发
现及时、反馈及时、整改及时。

此外 ，该局局属各单位、各基层所 、
机关各股室及 3 个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将
扫黑除恶整治和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
土地开发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结合起
来，统筹安排部署，有针对性地做好自查
排查和整治整改， 确保不漏项、 不留死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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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为害一方的涉黑涉恶团伙
被连窝端掉，一股股令人深恶痛绝的
黑恶势力被绳之以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 3 年来， 宁远县以千钧
之力、雷霆之势向黑恶势力发起强大
攻势， 扫黑除恶卓见成效，11 个恶势
力犯罪团伙覆灭。

破获刑事案件 104件
“以前我们安保力量的配置是 20

人左右，现在只需要 8 人左右，喝酒闹
事的基本没有了，外地游客多了，社会
治安越来越好。 ” 欧阳某勇涉黑团伙
被打掉后，宁远一酒吧负责人说。

2015 年以来，以欧阳某勇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替人了难的方
式获取经济利益，涉嫌组织卖淫、开设
赌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
盗窃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影
响和破坏了当地群众的正常生活，给
宁远及周边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
极大危害。

2019 年 3 月 26 日， 经永州市中
院二审终审，欧阳某勇等 29 人被以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
重刑。 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选为全国
打早打小典型案例。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宁
远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2 个 ，
恶势力犯罪集团 （团伙 ）11 个 ，破
获刑事案件 104 起 ，全县社会治安
环境显著改善 ，人民群众安全感大
幅提升 。

检查各类市场主体近万次
3 年来， 宁远县以集中打击整治

“三贷三霸”、开展十大重点领域“行业
清源”等专项行动为抓手，持续推进行
业治乱，在交通领域，查处客货运违法
违规营运 606 起，非法营运“黑车”119
台；在资源环保领域，查处土地违法违
规行为 206 起、 非法采制砂 13 家、违
法采矿 20 起， 强制拆除非法砖厂 44
家 ，控违 16.2 万平方米 ，查处环保违
法行为 165 起；在市场流通领域，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 9301 余次，查处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 1137 起， 案值达 4083.86
万元。

在社会治安、 乡村治理、 金融放
贷、信息网络、文化旅游、教育卫生等
重点行业领域，宁远县针对存在的突

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纪检监察、公检
法共发出“三书一函”77 份，强化行业
监督，以铲除黑恶犯罪滋生的土壤。

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
千余万元

通过非法手段攫取经济利益，是
黑恶势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要
彻底铲除黑恶势力，就得防止“打而后
生”。 为此，宁远建立健全黑恶财产快
速查控机制，出台《宁远县关于规范办
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涉案财产协查工
作的实施意见》，政法机关、纪检监察
机关、行业部门协作配合，形成合力，
对黑恶势力头目、骨干成员的财产全
面实行“六必查”，用好用足追缴、没收
判处财产刑等手段， 彻底摧毁黑恶势

力的经济命脉。 截至目前，该县共查封、
冻结、扣押涉案资产 1229.8441万余元。

县域经济实力 5 年前进 20位
寒冬时节，穿行于宁远城乡，见到

的是一幅幅火热的场面：宽阔笔直的
九嶷大道上车水马龙，项目工地上吊
塔起降、机声轰鸣。 “十三五”收官和
“十四五”开局之际，宁远经济社会发
展呈现良好势头，县域经济综合实力
在全省排名 35 位，5 年前进了 20 位。

地处宁远县十里铺附近的舜恒假
日半岛营销中心现场热闹非凡，前来
看房的人络绎不绝。 而在以前， 该项
目的施工现场有很多闹心事。

宁远县下岭村刘家洲休闲度假山
庄（舜恒假日半岛项目 ）工地 2018 年
9 月开工以来， 以骆某元为首的恶势
力团伙以祖坟埋在刘家洲休闲度假
山庄工地上为由，多次聚众阻工闹事，
造成项目长期无法开工，经济损失达
100 余万元。

“公安机关把他们抓起来后，就再
也没有闹事的来过了，现在不担心有
人上门捣乱了 ， 企业可以安心经营
了。 ”该项目负责人罗浚通说。

今年以来， 为提升管理服务质量
和水平，服务保障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宁远警方通过调处涉及民营企业、重
点项目建设等各类纠纷，召开“警企座
谈会”收集意见建议等方式，不遗余力
优化全县营商环境。

截至目前，宁远警方共破获“三强
三堵”刑事案件 8 起，刑事拘留 27 人，
查处行政案件 24 起，行政拘留 42 人，
行政处罚 2 人。

宁远扫黑除恶卓见成效

11 个恶势力犯罪团伙覆灭

江永县自然资源领域扫黑除恶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整治整改不漏项不留死角

江永县自然资源领域扫黑除恶工作推进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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