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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扫黑除恶第 6 督导组反馈意见后，洛阳市立即部署反馈意
见整改工作，把抓好督导整改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作
为衡量“四个意识”的试金石和政治任务，不断完善整改制度措施，
推动中央督导反馈意见全面整改、彻底整改。目前，中央督导组反
馈的涉及洛阳 6 个方面 25 项 33 个共性问题和 15 个具体问题均完
成整改任务，
交办洛阳的涉黑涉恶线索已全部办结。
□平安洛阳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赵昱柱

以整改成效
推动专项斗争全面纵深开展
中央扫黑除恶第 6 督导组反馈
意见后，洛阳市立即传达相关会议精
神，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主
动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研究
重要工作、过问重大问题、协调重要
环节、督办重要案件，要求对整改任
务一项一项“吹糠见米”，一条一条对
账销号，传递整改责任和压力。市长
刘宛康多次召开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部署扫黑除恶工作，对相关行业领域
存在问题靠前督导，扎实推进整改。
洛阳市研究制订了《洛阳市贯彻
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第 6 督导组督导
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组织召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整改暨推进
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全面深入动员部
署。针对督导反馈问题逐项明确责
任领导、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和整改
时限。洛阳市委政法委会同洛阳市
纪委约谈 7 个地方 8 个单位 39 名负
责人。
“挂图作战”。该市建立《洛阳市
贯彻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第 6 督导组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总台账》，扫
黑办专门制订督导调研方案，组成 3
个督导调研组，深入 10 个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和各县（市）区，全面了解整
改落实情况，对具体问题即知即改、
立行立改，对共性问题专项治理、强

力攻坚，对需要长期坚持的跟踪落
实、持续发力，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
有着落。
广泛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该市先后组织宣传周活动
2000 余场次，累计张贴发放宣传资
料 100 余万份，悬挂横幅标语 2 万余
条，制作墙体广告 6500 多块；推送扫
黑除恶公益短信 260 余万条，推送微
信、微博、今日头条号信息 4.8 万余
条，累计阅读量 900 余万次；精心制
作的 12 部视频、5 部主题动漫在电视
台、公交车、电梯、电子大屏滚动播
放；向 11 名积极举报的群众兑现奖
金 15.5 万元。
打财断血。该市成立市县两级
公安机关查扣涉黑涉恶犯罪经济基
础工作专班，对在侦、新立的涉黑团
伙全部成员和涉恶犯罪集团骨干成
员的经济基础进行全面查询。截至
目前，全市侦办的 72 起涉黑涉恶案
件中有 48 起查扣了涉案人员财产，
涉黑案件做到了全部查扣，共冻结涉
案资金 1.37 亿元，查扣车辆 153 台，
查封房产 75 套，合计 2.5 亿元。
打伞破网。该市建立了涉黑涉
恶犯罪逐案筛查签字背书制度、双向
移交制度，深挖彻查每起涉黑涉恶案
件背后的“保护伞”。截至目前，全市

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问题 206 件，已查实和涉
嫌充当“保护伞”案件 96 起，处理 60
人，
其中，
移送司法机关 15 人。
标本兼治。该市出台《关于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办理司法、检察建
议和公安提示函的有关规定》。截至
目前，市级成员单位共向市扫黑办移
交涉黑涉恶线索 830 件；市纪委监委
共发出纪检监察建议 24 份，市委组
织部发出工作提示函 14 份，市法院
共发出司法建议 20 份，市检察院共
发出检察建议 22 份，市公安局共发
出公安提示函 24 份，有力推动各级
各有关部门及时堵塞监管漏洞，切实
履行日常监管责任。
夯实基础。该市深入开展乡、镇
党委书记走访工作，组织 2.5 万余名
党员干部和基层党务工作者开展宣
讲活动，进一步提升村“两委”干部和
广大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思
想认识。
据洛阳市扫黑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洛阳将全面持续抓好整
改落实工作，确保整改任务见底清
零，整改成果持续巩固，推动专项斗
争向纵深发展。

探索延伸用警机制
助推扫黑除恶工作
本报讯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洛阳市司法行政系统针对全市基层
司法行政力量薄弱的现状，积极探索延
伸用警机制，打造监狱戒毒警察参与社区
矫正工作试点，助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基
层扎实开展。 延伸用警工作紧紧抓住“用、
选、派、驻、管”5 个关键环节，全面铺开。
据了解，该市 15 个县（市、区）和 3 个
管委会配备 27 名干警，其中每个县市两
名，
城区一名，
市局配备3名，
组建执法支
队，实际配备警力 30 人，实现社区矫正
用警县（市、
区）全覆盖。试点工作开展
以来，该市突击点验人员到位率在
85%以上，
手机定位率提升了15%，
违
规违纪人员减少了 40%，
无脱管、
漏
管、
抗拒监管等现象发生。社区矫
正警察依托矫正机构，参与线索
摸排，
建立了扫黑除恶重点人员
台账，全面排查涉黑涉恶人员，
掌握社区服刑人员动态。
（于燕霞）

偃师市
以党建为引领
做好政法工作
本 报 洛 阳 讯（平 安 洛 阳 记 者
郎松涛 通讯员 段峰伟）近日，偃师
市 召 开 2019 年 市 委 政 法 工 作 会
议。会议学习传达了中央、省委、
洛阳市委有关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总结了 2018 年政法工作，分析了
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了 2019 年政
法工作。
会议指出，2018 年，在偃师市
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镇办、政
法部门、相关单位共同努力，全市
公众安全感明显提升，专项整治活
动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初见成效，
信访总体形势明显好转，各项维稳
工作趋稳向好，政法队伍建设得到
进一步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偃
师市委书记孙延文在会上指出，在
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
认识到当前政法工作还面临着一
些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他要
求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压实责任，
提高执法满意度；把握重点，扭转
当前工作的被动局面；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做好
扫黑除恶、信访稳定等工作，提高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孙延文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清使
命、牢记使命、不辱使命，切实增强
政治责任感，以更加振奋的精神、
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
风、更加有效的工作，不断开创全
市政法工作新局面，为加快实现建
设富强偃师、活力偃师、人文偃师、
生态偃师、法治偃师、诚信偃师保
驾护航。

33 名
“洛小未”
上岗普法

近日，汝阳县司法局组织全县社区服刑人员，在县人民广场
开展以“远离毒品远离涉黑涉恶行为”为主题的集体宣誓、集中点
验系列活动，
进一步提高了社区服刑人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平安洛阳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杨守峰 摄影报道

本报洛阳讯（平安洛阳记者
陈 卫 军 通 讯 员 吴 雷 波 委 子 叶）
近 日 ，洛 阳 市“预 防 校 园 欺 凌 法
治守护青春”
“ 法治进校园”系列
活动在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举
行，首批 33 名“洛小未”
（洛阳未成
年人检察品牌）法治宣讲员正式
上岗。
此次活动由洛阳市检察院、市
教育局、团市委主办。活动启动仪
式上，洛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吴志军
被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聘任为法
治副校长。33 名在未成年人工作
中表现突出的同志，被聘任为该市
首批“洛小未”法治宣讲员，聘期二
年。据洛阳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
委员赵宝红介绍，这些宣讲员来自
全市各行各业。他们将结合各自
行业特点，向未成年人作法治宣
传，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律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