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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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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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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赵
市伟 邢博）9 月 21 日上午，许昌市魏都区法院对一起
涉恶犯罪案件公开宣判。犯罪嫌疑人李某、夏某因
犯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犯罪嫌疑人
白某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李某、夏某、白
某伙同其他 5 人（均另案处理）在许昌市区随意殴打
他人，在一定区域和行业内实施多起违法犯罪活动，
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
恶劣影响。

魏都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夏某、白某随意
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3 名被告人在各自所参与的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
用，均系主犯。鉴于白某亲属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
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对其从轻处罚。

◀近日，灵宝市阳平
镇纪委工作人员到水峪
村进行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知识宣传。该市纪委
监察委将扫黑除恶与整
治基层“微腐败”结合，严
查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
题，各级纪检干部走村入
户、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基本知识，广泛收集涉
黑涉恶问题线索。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
园园 通讯员 杨蓓蓓 摄
影报道

▶中秋节当天，郑州市中原区
建设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及巡
防队员趁着假期期间五一公园游
人众多，积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系列宣传活动。

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波 通
讯员王辉摄影报道

滑县警方兑现举报奖励
本报滑县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张

尚兰）9 月 20 日下午，滑县公安局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举报奖励兑现新闻发布会，对近期举报黑恶势力犯
罪线索的群众代表进行公开奖励，现场发放奖金。据
了解，当日滑县公安局共对 7 名举报人进行了奖励，奖
金共计 1.5 万元。

在奖励兑现新闻发布会上，滑县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县公安局副局长郝志刚对
前阶段滑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战果进行了通报。截至
目前，滑县公安机关已侦办涉黑案件两起，打掉恶势力
犯罪集团 4 个，抓获涉黑涉恶类犯罪嫌疑人 155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滑县公安机关广泛
开展社会化宣传活动，通过设立 24 小时接听举报电话
和互联网举报邮箱等形式，充分发动、鼓励群众举报涉
黑涉恶线索，形成了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扫黑除恶的良
好氛围。

督导追责
确保整改到位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书锋 朱广
亚 通讯员 边天亮 冯云）9 月 21 日上午，安阳市
召开贯彻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第 6 督导组下沉第
三小组督导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会。安阳市
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徐家平，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曹忠良，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曹更生，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常凤琳出席会议。

会上，曹忠良传达了中央扫黑除恶第 6 督导
组下沉第三小组对安阳市督导反馈意见。曹更
生宣读了《中共安阳市委关于中央扫黑除恶第 6
督导组下沉第三小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方
案》。

徐家平在会上提出，要继续把问题整改作
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自觉抓紧抓实抓好；
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要
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巩固扩大整改成果。对
中央督导组反馈的意见，各县（市、区）各部门要
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

最后，曹忠良就如何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要认真研究制订整改
方案，专题进行动员部署，切实把督导反馈问题
的整改工作落实到位；要突出工作重点，认真反
思，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市扫黑办要全程实时
跟踪掌握问题整改情况，凡认识不到位、思想不
重视、工作不落实、问题整改不到位的，市委将
严格依据责任制有关规定进行责任查究。

安 阳 市 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领 导 小 组 副 组
长，市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各县(市、区)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扫黑办主任，市扫黑办全体成
员参加了会议。

本报周口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樊帅）9 月 22 日，扶沟县法院依法公开宣判一起涉
黑案件，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聚
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刘某某有期
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9 万元。

自 2006 年以来，刘某某在沈丘县赵德营镇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帮他人在赌场内站岗放哨，情节
严重；伙同他人持械聚众斗殴，扰乱社会公共场所
秩序；伙同他人随意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其
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
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在其参加的黑社会组织
覆灭后，刘某某一直潜逃。2018 年 1 月 23 日，刘某
某被扶沟县公安局抓获归案。扶沟县法院开庭审
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作出上
述判决。

提高认识 主动工作
本报讯 9 月 25 日，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

街道办事处组织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
会。

会上，办事处副主任李红宾传达了上级关
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文件精神，纪工委书记
许青军结合纪委工作，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
关工作进行了讲解，郑州市公安局龙子湖分局
姚桥派出所所长吴志刚介绍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情况。办事处主任王少辉就下一步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龙子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利刚强调，与会
人员要认真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提高认识，
主动工作，快速行动。各部门各社区要将突出
治安问题、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经常化、规范
化、制度化；要创新宣传方式方法，全方位对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宣传，形成强大舆论攻势，
坚定群众参与扫黑除恶的信心和决心。

各社区党支部书记分别签订了扫黑除恶工
作目标责任书。

（涂峰 周晓航）

▼近日，新郑市司法局在百
家姓广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摆
放宣传展板、悬挂横幅、设立宣传
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做
好法律政策宣讲、答疑解惑工作，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同黑恶势力
做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晓磊 通
讯员王艳玲 摄影报道

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的详细讲解，
我们居民更深入地了解了什么是“存
在于群众身边的黑恶势力”。今后我
一定要增强这方面的意识，提高警惕，
积极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去。

——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街道办
事处前进路社区居民张大爷

黑恶势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
瘤，我们会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对黑恶势
力头目、骨干成员以及“保护伞”依法从
严惩处。在通过司法、刑罚手段进行打
击的同时，我们会坚持问题导向，发挥人
民法院的专业优势，采用法律宣讲、案例
发布等形式，广泛发动群众，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开展。

——许昌市魏都区法院未成年人案
件综合审判庭庭长郭艳

@优秀青年 扫黑除恶是人民群
众安居乐业之基，是社会长治久安之
道。坚决支持！

公开宣判涉恶犯罪案件

扫黑除恶无遗漏
昔日漏网涉黑人员获刑10年

“本次集中开庭宣判行动，凸显了河南法院系统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坚强决心，回应了社会公众对扫黑除恶
的高度关注，展现了河南法院依法开展专项斗争的阶段性
成果，营造出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浓厚氛围。”为
落实中央、省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进一步推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向纵深开展，巩固专项斗争成果，积极
营造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氛围，9月 21日，省法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9 月 17 日至 9 月 21 日组织全省法院集
中开庭审理宣判的一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情况，公布具有
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并对全省法院下一步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强化组织领导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法院高度重视，精心

组织，切实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
开展。

省法院党组高度重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成立了以
党组书记、院长为组长的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织召开了全

省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
话 会 议 ，

要求全省三级法院提升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
感，把专项斗争作为当前法院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
好。同时，制定下发了《全省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
案》等文件，细化分解专项斗争工作责任和任务，推动专项
斗争全面迅速推进。

严惩黑恶犯罪
省法院要求，全省法院要始终贯彻依法严惩方针，务

必在法治轨道和法治框架内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严格按照
法定标准甄别犯罪性质，准确把握罪与非罪、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与恶势力犯罪的区别，既不能降格处理，也不能
人为拔高，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
检验。同时，要始终贯彻依法严惩方针，对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伞”，依法
从严惩处，该判处重刑的依法判处重刑；注重依法运用追
缴、没收违法所得、判处财产刑等手段，铲除黑恶势力经济
基础，降低再犯可能性。

深挖彻查“保护伞”
省法院先后下发了两个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在日常工

作中积极开展线索排查、发现及移交工作，特别是要以
2017 年以来办理的信访、抗拒执行、拆迁、职务犯罪、轻微
刑事等案件为重点，进行排查梳理，深挖隐藏在幕后的涉

黑涉恶涉“保护伞”线索，并及时将发现的线
索向纪委监察委、

公安等部门移送。

提升打击合力
全省法院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加强与纪委、组织、宣

传、检察、公安、司法等部门的沟通协调，既各负其责、依法
履职，又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推动形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强大合力。省法院先后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出台了

《重大黑恶势力犯罪案件通报会商机制》《公检法机关在办
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加强协同配合的意见》等文件，为更
加准确、有力地惩处黑恶势力犯罪提供了保障。

完善工作机制
省法院制定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工作机制

（试行）》，对全省法院审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流程进行规
范；建立了三级法院案件台账和信息报送制度，及时掌握黑
恶案件审判和专项斗争开展情况；建立专业化审判机制，负
责全省法院涉黑恶犯罪案件的办理及专项斗争的调研指导
等工作；开通扫黑除恶专项业务工作热线电话，通过内网即
时通信系统、专网邮箱直接为中基层法院法官答疑解惑；加
强法官队伍建设，不断充实扫黑除恶审判工作人员力量。

广泛发动群众
在专项斗争开展期间，全省法院在通过张贴公告、悬挂

横幅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充
分发挥人民法院的专业优势，采用公开开庭、公开宣判、公布
典型案例等方式，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壮大宣传声势，营

造严惩氛围，震慑黑恶犯罪。

依法严惩 守护中原公平正义

下一步，河南法院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扎实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要始终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

进一步强化依法办案意识，精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要坚持
严格依法严惩方针，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证据裁判原则，
坚持法定标准，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
务必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定性准确，量刑适
当，把涉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

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加强与纪检、组织、宣传及政法各部门的协调配
合，提升打击合力。同时，要不断配合职能部门认真做好社区矫正、
跟踪帮教等工作，铲除黑恶势力再生条件；要高度重视司法建议对
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及时出具高质量的司法建议。

进一步加强调研指导，不断总结专项斗争中的经验。要及时
发现案件办理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查找工作中的不足，研讨制定
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合理性工作机制，不断推动全省法院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不断巩固和扩大震慑效果。在搞好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审判的同时，继续在全省范围内筛选典型黑
恶犯罪案例进行分析，适时公开发布，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对下
级法院办案的指导作用，以及对社会的教育引导作用，不断增
强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浓厚氛围，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分

子，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今后该咋做？

之前做的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