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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
霞 通讯员 夏唐凯）4 月 8 日，省司法厅
召开省直司法行政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暨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总结
2020 年工作，部署 2021 年任务。 省司法
厅党组书记、厅长范运田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纪委监委驻省司法厅纪检监察组组
长、厅党组成员胡知荣作工作报告，省司
法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方华堂主持会议。

胡知荣在工作报告中全面回顾了
2020 年省直司法行政系统纪检监察工
作，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他要求，
全系统纪检监察部门要自觉践行 “两个
维护”，坚决保障“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
好步；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实
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
目标；全面履行监督第一职责，努力增强
监督治理效能；深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顽瘴痼疾，持之以恒充盈新风正气；
突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有

效提升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满意度 ；从
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 锻造纪检监察铁
军。

范运田充分肯定了去年省直司法行
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
绩。 他指出，2020 年全系统坚决落实中
央、省委决策部署，创新厅党组与驻厅纪
检监察组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机制，攻坚
克难、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认真
对标对表，政治建设有新加强；着力示范
带动， 组织建设有新提升； 注重抓长抓
常，作风建设有新气象 ；强化从严从实 ，
“三不 ”一体建设有新突破 ；党内政治生
活气象更新、政治生态持续巩固。 但同时
也要清醒地看到还存在少数监所党委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够实 、少
数监所纪委履行专责不够严等问题。

范运田指出， 省直司法行政系统要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 深入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

及十一届省纪委六次全会精神， 认真落
实中纪委和省纪委全会工作部署， 凝聚
思想共识 ，全面履职担当 ，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范运田强调，2021 年，全系统要重点
抓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坚持把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坚决维护党的绝对领导，持
续深化开展“三表率一模范 ”机关建设 ，
坚决守住意识形态主阵地， 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二
是坚持正风肃纪反腐， 全面从严推进反
腐败工作， 高标准严要求抓好队伍教育
整顿，毫不松懈纠治“四风”。 三是坚持监
督贯通联动，持续抓好巡察监督，做深做
实日常监督，切实加强审计监督。 四是坚
持抓细抓好组织建设， 着力提质党支部
“五化”，加强党员干部监督管理，切实激
励干部担当作为。 五是坚持扛牢压实“两
个责任 ”，全面落实主体责任 ，认真履行
监督责任，严格实施问责问效。 各级党委

要以坚如磐石的信念信心、 抓铁有痕的
坚韧执着，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推动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助力
清廉湖南建设 ，更好服务 “三高四新 ”战
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提供有力保障，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方华堂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要求，
要以更高政治站位， 迅速抓好会议精神
学习传达，以更强政治担当，坚决抓好各
项工作落实落地，以更严纪律要求，扎实
管好干部队伍， 确保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厅党组工作上来。

会议以视频会议方式进行。 会上还
播放了《红线与底线》警示教育片。 厅领
导， 厅机关在职党员干部 160 余人在主
会场参加会议。 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
理局、 湘警职院及省直监所领导班子成
员和厅管处级干部 600 余人在分会场参
加会议。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胡盼盼 通讯员 周闯

湖南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冷链
食品监管执法稽查工作， 坚决阻
断疫情通过冷链食品传播风险 ，
严查重罚一批违法案件。近日，省
市场监管局公布一批冷链食品安
全执法典型案例。

这些案件是： 韶山市某食品
有限公司非法销售进口冻猪肉
案，郴州市周某、雷某某涉嫌销售
未经检验检疫的进口食用农产品
和无照经营案， 岳麓区李某冻货
经营部经营未经检疫的进口猪肚
案， 永州市某超市有限公司东安
分公司经营超过保质期和感官性
状异常冷冻食品案， 开福区阳某
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肉类案。

省市场监管局表示， 进口冷
链食品事关食品安全、疫情防控，
食品经营者肩负安全把关的主体
责任，进货时必须查验相关证照。
市民应选择正规超市和诚信经营
单位购买、消费冷链食品。

省司法厅召开省直司法行政系统有关工作会议

以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司法行政高质量发展

播撒法治种子
近日， 张家界市永定区检察院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室“菁菁之窗”联合院
青工委，走进尹家溪镇三坪小学，开展
以“关爱留守儿童、播撒法治种子”为
主题的“法治进校园”活动。 图为第一
检察部干警、 未检专干鲁密群结合展
板内容，为孩子们解读了《未成年人保
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等相关
法律规定。

通讯员 邵颖

记者 4 月 8 日从公安部获悉 ，2020
年以来， 公安部与有关部门持续推进打
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 坚决遏制跨境赌
博犯罪乱象， 共侦办各类跨境赌博及相
关犯罪案件 1.7 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近 11 万名，已移送起诉 3.5 万余人；打掉
网络赌博平台 3400 余个， 打掉非法支付
平台和地下钱庄 2800 余个、 非法技术团
队 1300 余个、 赌博推广平台 2200 余个，
查扣冻结一大批涉案资金， 有力逆转了
跨境赌博犯罪上升趋势。

据了解， 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第
一次专题会议召开以来， 公安部会同有
关部门克服疫情影响， 综合运用多种手
段，扎实开展打击治理，连续发起多波次

的全国性集群打击行动和专项治理行动，
对在我国境内招赌吸赌的犯罪团伙开展
全链条打击，成功打掉境外多个特大赌博
集团在我境内的招赌吸赌网络、非法资金
通道和网络技术平台，破获了一大批重大
跨境赌博案件，有效遏制了境外赌博集团
对我吸赌招赌的猖獗势头。

我驻有关国家使领馆积极争取外方
支持和配合， 推动开展联合打击整治行
动；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建立跨境赌博旅游
目的地 “黑名单 ”制度 ，对中国公民前往
“黑名单” 中的境外城市采取相关限制措
施；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开展打击妨害国
（边）境管理犯罪专项斗争，制定参赌及从
业人员出入境“黑名单”，口岸边境查缉阻

截一大批涉赌人员；商务部对重点地区中
资企业开展集中排查整治， 取得突出成
效；人民银行深化资金链整治，涉赌商户
交易资金规模大幅下降；中央网信办部署
开展清理网络涉赌推广信息专项工作，阻
断境内用户访问涉赌网站总量是 2019 年
的 2 倍；公安部在浙江等 3 个省份开展赌
客治理试点工作；财政部推动有序退市高
频快开彩票游戏。

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发布关于敦促跨境赌博相关犯罪嫌
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以来，全国已有 230
余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还
有一些涉案人员通过举报平台、邮箱表达
投案自首意愿。 据新华社

跨境赌博犯罪上升趋势得到逆转
去年以来全国打掉网赌平台 340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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