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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马店讯 9月 29日，
驿城区召开扫黑除恶“六清”（即

线索清仓、逃犯清零、案件清结、
伞网清除、黑财清底、行业清源）

工作推进会，围绕推进“六清”行
动，加快推进挂牌督办案件办理，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全区决战
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
展以来，驿城区坚持扫黑除恶同
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
来，与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结合起来，下大力气整
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坚决打
掉黑恶势力“保护伞”。

按照“六清”工作的要求，驿
城区强力推进，现已办理涉恶案
件7起，其中有4起涉及财产处
置，案件的涉财问题现已全部清
理到位、执结完毕。驻马店市“扫
黑办”及时在全市推广了驿城区
的“六清”行动做法。

加快推进挂牌督办案件办理

驿城区:“六清”行动做法被推广

扫黑除恶，发动辖区居民广泛参与和支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魏源 文图

本报驻马店讯 近日，驿城
区人民法院分别对马某等六人恶
势力集团犯罪、金某等七人恶势
力团伙犯罪两起案件进行了公开
宣判。

马某等六人恶势力集团故意
伤害、寻衅滋事一案，由院长张娟
担任审判长。经审理查明，2017
年底以来，叶某纠集曹某等人成
立“战神帮”，通过与人争强斗狠、
打架斗殴等方式在驻马店市市区
内树立“战神帮”的恶名，逐步发
展形成以叶某为首要分子，马某
等二十余人为其他参加人员的恶
势力犯罪集团。该恶势力犯罪集
团长期持有砍刀、关公刀、红缨

枪、棍棒等凶器作案工具，以暴
力、威胁手段，实施故意伤害、寻
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在社会
上逐渐形成其强势地位，给群众
制造恐慌心理，严重破坏社会秩
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
伤害、寻衅滋事数罪，对马某等六
被告人分别判处八年至一年零三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金某等七人恶势力团伙强迫
交易、寻衅滋事一案，由副院长刘
志杰担任审判长。经审理查明，
金某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多次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以
金某、付某为首，范某等人积极参

加的恶势力犯罪团伙，严重扰乱
当地正常社会秩序和单位正常生
产经营，侵害了他人的正当权益，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驿城区
人民法院一审以强迫交易罪、寻
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被
告人金某等七人五年至四年不等
的有期徒刑，并判处罚金。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驿
城区法院主要领导带头包案，亲
自部署，靠前指挥，建立院长、庭
长担任审判长制度，在确保案件
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进案件审
结清零，黑财清底。有力打击了
涉黑涉恶犯罪的嚣张气焰，维护
了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

驿城区法院：公开宣判两起涉恶刑事案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米山 魏源

本报驻马店讯 10
月 10 日，驿城区人民
法院召开“营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法官、律师
座谈会，征求辖区律师
事务所对法院服务营
商 工 作 的 意 见 和 建
议。驻马店市司法局
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李艳晖及律师管理科
科长、市律师协会秘书
长王太旭，驿城区委政
法委副书记高建华，驻
马店市律师协会会长
刘红平等17名律师代
表应邀参加座谈会。
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娟及区法院党组成
员、部分庭室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

会上，驿城区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殷红建向与会人员介
绍了驿城区法院推进
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
措及下步工作方向。

参加会议的律师
代表们积极建言献策，
从妥善办理企业破产
案件、提高涉企案件审
判执行效率、加强沟通
配合增强共识、畅通涉
企案件绿色通道等方
面，提出了许多中肯的
意见和建议。通过充
分交流，增进了法官与
律 师 之 间 的 相 互 理
解。律师代表们表示
将积极配合法院各项
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发
挥律师在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中的职能作用，
助力区域营商环境的
持续提升。

驿城区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张娟就
法官、律师共同做好服
务，保障企业发展提出
了自己的见解：

一要统一思想，不
断提高法律共同体建
设的认识。强化法律
职业共同体意识，教育
和要求法官尊重支持
律师依法开展司法工
作。建立“敬”“清”的
法官律师关系，相互尊
重、相互包容、理性对
话，公开透明交往、平
等规矩相处。要切实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尊

重律师人格，不断改善
律师执业环境，努力为
律师依法履职提供支
持和保障。

二要加强配合，不
断加强法律职业共同
体建设。要注意依法

“求同”、规范“存异”、
理性“谋合”，在肩负共
同的责任和使命的前
提下，注意自身角色定
位、职权与职责、权利
与义务，要相互支持也
要加强监督，既要有交
流也要有边界和分寸，
既要有分工也要有协
同。着力通过法官与
律师的共同努力，推动
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共同构建相互理解、相
互包容、相互支持的，
和谐健康的法官与律
师关系，推动包括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在内的
法治建设纵深发展。

三要强化工作联
动，合力完善服务保障
营商环境工作机制。
要健全完善人民法院
与律协、相关行业商协
会之间的联络制度，积
极开展联系协作，促进
涉企业发展问题得到
及时解决。进一步改
进工作、形成合力，助
力经济健康发展和法
治化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

张娟院长向驻马
店市律师协会对法院
优化服务营商环境工
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
对与会律师代表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一一回
应。“优化营商环境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张娟院长表示：驿
城区人民法院将以优
化营商环境为牵引和
契机，与律师建立常态
化沟通联络机制，切实
提升商事审判质量和
效率，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同时，将司法
为民贯穿在营商环境
工作中，坚持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最好效
果，为维护驿城区良好
营商环境作出应有的
贡献。

本报驻马店讯 连日来，驿
城区香山街道办事处多措并举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推向新
高潮。

活动中，该街道办事处重点
围绕上级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新部署、新要求，通过出动宣传
车、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设
置宣传台等方式，动员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踊
跃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犯罪行为，
严厉打击辖区黑恶势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同时，公布举

报方式、设立举报信箱，积极发动
群众举报、监督，让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深入人心。积极引导广大群
众参与到此项斗争中，不断凝聚
社会正能量，彻底铲除黑恶势力
赖以滋生的土壤。

香山街道办事处：扫黑除恶宣传辖区全覆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耀成 通讯员 米山 李嘉

南海街道办事处：街头普法宣传受欢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耀成 通讯员 米山 李嘉

本报驻马店讯 近日，驿城
区南海街道办事处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普法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中，该街道办事处
综治办和司法所的工作人员通过
设置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分
发宣传材料等方式向过往群众进
行普法宣传。司法所的工作人员
以宣传桌为讲台，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用身边的小案例，向广大
居民宣讲了《民法典》的重大意

义、总则和分编内容，重点围绕
增设的居住权制度、设置离婚冷
静期、夫妻共同债务等亮点进行
宣讲，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2020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活动的收官之年，为深入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纵深发展，
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的安全风险
防范能力和法制意识，全力维护
辖区治安稳定，给居民营造一个
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活动现场

通过设立宣传展板，发放《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普及读本》、南海
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明白纸
等宣传资料，向群众宣传扫黑除
恶的重大意义、2020年扫黑除
恶新延伸和新攻势，并引导鼓励
广大居民踊跃检举揭发涉黑涉恶
线索，形成全民参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浓厚氛围。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法官律师
面对面找答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米山 魏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