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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杜巧巧
通讯员 李娅

7 月的岳阳已经进入酷暑模式 ，偶
有斑驳的光影透过玻璃折射进黄光明的
办公室， 塌陷的沙发展示着办公室主人
加班的频率。 “几天不回家是常态，昨天
才督导完一起电诈案件。 ”黄光明略显疲
惫地说。

参加工作 10 年来，黄光明一直奋战
在打击犯罪、扫黑除恶的第一线，先后破
获刘某军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王某学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冯某罗恶势
力犯罪集团案等大要案件 11 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200 余人。 近日，记者带着崇敬
的心情走近这位全国平安之星。

捣毁刘某军为首非法采砂黑恶势力
长江流域临湘段蕴藏着丰富的砂石

资源，面对“一本万利”的暴利诱惑，不法
分子将黑手伸向了母亲河， 非法盗采江
砂，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为痛击长江流域
非法采砂黑恶势力，2018 年 11 月， 在岳
阳市公安局成立长江洞庭湖流域 724 扫
黑专案组后， 黄光明被任命为专案三组
审查组组长， 专门负责刘某军团伙案件
侦查。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刘某军在临

湘市积累恶名， 纠集社会闲杂人员培植
私人势力，逐渐称霸一方，并向砂石领域
渗透，疯狂敛取黑金、积累黑产。 黄光明
上案后，经过研判分析，顺利指导抓获了
该团伙成员 20 余人。 刘某军到案后，因
其在当地盘踞多年，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拒不交代，对警方的审讯工作不予配合，
一时间案件陷入僵局。

彼时， 在湘阴戒毒所的戒毒人员张
小（化名）进入了黄光明的视线。 经了解，
张小曾是刘某军的“马仔 ”，后因吸毒被
驱逐出该团伙。 他对刘某军一直怀恨在
心，对其犯罪行为也相对了解。 和戒毒所
沟通后， 黄光明赶赴湘阴， 做张小的工
作，循循善诱希望他配合警方的工作。 在
黄光明的多番劝说下， 张小如实交代了
有关刘某军团伙的信息， 为突破刘某军

犯罪团伙一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侦办该案时， 黄光明巧妙运用团

伙成员之间的矛盾，从内部瓦解该团队，
充分查明了刘某军团伙的组织特征、经
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将该案
顺利办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案件，获得上级公安机关好评。 该案告
破背后是他无私地付出， 在案件攻坚阶
段，为排除干扰 ，嫌疑人异地羁押审查 ，
他连续出差 3 个月 ， 带队往返耒阳 、郴
州、衡阳进行系统审查，为后续起诉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

双管齐下抓捕“飞天大盗”
2020 年 6 月 14 日晚，家住岳阳楼区

东升星城的黄先生发现家中纱窗被推
开，室内物品有被翻动的痕迹。 “家里进

贼了！ ”黄先生吓出一身冷汗。此后几天，
小区业主微信群里议论纷纷， 好几户业
主反映家中被盗。 一时间，辖区居民人心
惶惶。

集中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件实属少
见，为何此时又多了起来？ 接到报案后，
黄光明陷入了沉思。

结合已有的痕迹证据， 黄光明一边
成立由 30 名骨干侦查员组成的专案组，
日夜奋战、 攻坚克难。 一边组织各派出
所、社区强化巡防措施，定点守护，争取
现场抓捕“飞天大盗”。 双管齐下的侦破
策略立杆见影， 不但有效控制了案件的
发生 ， 而且通过对相关案件的梳理 、分
析， 民警勾画出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
征，确定了该犯罪团伙的落脚点。

6 月 16 日， 黄光明伪装成文明劝导
员， 戴上红袖章对辖区某小区以上门核
查信息的名义进行摸排。 在敲开第 3 户
的门后 , 经问询得知房内 3 人均为贵州
人， 靠务工为生， 通过对屋内环境的观
察， 黄光明发现屋内放置的钳子不像普
通工具，疑似作案工具，他认为房内 3 人
具有重大嫌疑。 锁定 3 人后，黄光明率领
民警雷霆出击， 将该盗窃 3 人组抓捕归
案。

经查，40 岁的肖某在西安刑满出狱
后，邀集两名同乡到岳阳重操旧业。 连日
来， 该团伙借助夜色掩护潜入居民家中
实施盗窃。 该案的成功告破，让辖区百姓
每晚可以安然入睡了。

“刑侦工作其实很枯燥，每天都是抓
人、审讯、破案。 但能帮老百姓实实在在
解决问题，能把犯罪分子送上法庭，让他
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种伸张正义后的
成就感和获得感， 就是我热爱这份工作
的根本原因。 ”黄光明笑着说。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实习生
林静 通讯员 肖彬华

泸溪县政协原副主席杨昭君， 曾担
任该县公路管理局、 交通运输局 “一把
手”长达十多年。 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财物合计 390
余万元。 去年 12 月，杨昭君依法被判处
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

“杨昭君案是‘一把手’滥用职权、违
规插手工程项目谋取私利的典型案件。 ”
近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监委
详细披露该案细节 ，警示 “一把手”正确
用权、廉洁履职。

迷上赌博，他靠路发财
杨昭君在担任泸溪县公路局、 县交

通运输局 “一把手 ”期间 ，养成了一个不
良嗜好———跟工程老板们打牌。2019 年，
一场牌局彻底撕开了杨昭君违纪违法的

遮羞布。
2019 年 9 月 28 日，正在泸溪县某宾

馆打麻将的杨昭君被公安机关当场抓
获， 让他对接下来的审查调查充满了恐
惧。

“赌博被公安处罚以后，杨昭君很焦
虑， 他知道作为领导干部肯定要接受组
织的调查， 就去银行调了自己的所有流
水，看自己究竟有多大的问题。 ”办案人
员说。

杨昭君发现，自己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有两笔 50 万元的大额转账。 其中
一笔转账，是 2016 年 2 月工程老板胡某
受到杨昭君帮助后送给他的感谢费。 另
外一笔， 他想不起是谁送的， 为规避调
查，他分别找到胡某和姨妹夫姚某串供。

2019 年 12 月，杨昭君因参与赌博受
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问题被湘西州纪
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其利用职权敛财
的违纪违法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利用职权，疯狂收受 390余万元
2012 年，在结识工程老板杨某后，时

任泸溪县公路局“一把手”的杨昭君意识
到自己靠路谋财的机会来了， 嘱咐分管

项目的杨雨保（另案处理）对杨某进行关
照。 在杨昭君和杨雨保的帮助下，杨某承
揽了泸溪县 G319 国道大中修及城区主
干道改造项目。 项目完工后，2014 年 11
月， 杨某在泸溪县白武公路项目部通过
杨雨保送给杨昭君现金 40 万元。

此后，杨某与杨昭君关系日密切，先
后顺利承揽到泸溪县公路局多个工程项
目， 并多次为杨昭君送上巨额资金作为
回报。2015 年 7 月，杨昭君调任泸溪县交
通运输局局长。 杨雨保考虑到杨昭君刚
调入新单位转账不便，就与杨某商议，由
杨某送给杨昭君 50 万元 ；2016 年春节
前，杨某再次送给杨昭君现金 20 万元。 5
年多时间， 杨昭君收受杨某贿赂达 146
万余元。

尝到甜头后， 杨昭君对靠路谋财的
思路越来越大胆， 对前来找他帮忙的工
程老板有求必应。 在县公路局实施的多
个工程项目中，杨昭君相继为 10 多个提
钱开路的工程老板给予关照， 对他们送
的感谢费、豪车 、房子来者不拒、照单全
收。

8 年间， 杨昭君收受财物 390 余万
元。

“一把手”贪腐成为污染源
“一把手 ”成为贪腐的污染源 ，必然

带坏队伍、败坏风气，最终酿成一个单位
塌方式腐败。

“杨昭君伙同时任副局长杨付云（另
案处理） 以月息 2 分的价格从管理服务
对象李某和单位职工处筹集资金 2000
万元， 之后又以月息 2 分 5 厘的价格把
钱转借给管理服务对象某路桥公司，短
时间获取利息差价 22.5 万元。 ” 办案人
员说。 受杨昭君的影响，其分管项目实施
管理的杨雨保、 分管资金拨付的杨付云
这两位副职也热衷于和老板打交道 ，不
仅玩着权力变现的把戏， 同时还想着法
子捞钱讨好杨昭君。

2020 年 5 月，杨雨保、杨付云因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 两人因违反多项纪律， 涉嫌受贿罪
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
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莫伸手，伸手定被擒。 “我后悔，忘记
了本色；我后悔，辜负了组织；我后悔，对
不起家庭……” 杨昭君在悔过书中道出
了他“贪梦醒来悔之晚”的心境。

扫黑除恶战线上的智多星
———记全国平安之星、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黄光明

工作中的黄光明。

“一把手”落马牵出腐败窝案
湘西州纪委监委披露泸溪县政协原副主席杨昭君贪污案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