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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恶不除，则民不
安、国不宁。自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长垣市认真贯彻落实上
级工作要求，
以
“平安长
垣”
建设为引领，
不断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
领导，
积极发动群众，
集
中力量重拳出击，扎实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向纵深发展。
截至目前，该市共
收到各类线索 261 条，
办结 258 条。全市共打
掉涉黑犯罪集团一个、
涉恶犯罪集团两个、涉
恶 犯 罪 团 伙 两 个 ，查
封 、冻 结 、扣 押 涉 案 资
产 3434 万元，查扣车辆
16 辆 。 法 院 判 决 6 案
60 人 ，执 行 到 位 财 产
3656.633 万元。全市共
查处涉黑涉恶腐败问
题 56 起，党纪政务处分
47 人，组织处理 16 人，
留置 6 人，移送司法机
关 8 人。
“ 目 前 ，正 值 开 展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之
际，长垣市将此次教育
整顿作为巩固深化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
的重要举措，保持对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高
压态势，持续推进扫黑
除 恶 斗 争 深 入 开 展 。”
长垣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刘金鹏说。

□
□河南法制报记者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穆黎明
通讯员
通讯员 赵晴
赵晴

11

化开展。压实工作责任，
该市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纳入平安建设年度考核，
市委组
织部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纳入党建工作
考核体系。该市加强督导指导，
坚持每周
调度，不定期督导，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
展；
加强案件会商，
对正在办理的多起涉黑
恶犯罪案件进行研究分析，明确下一步
侦办意见方向；加强案件调度，全面了解
掌握移送线索的查处情况；加强实地督
导，成立督导组对各镇（街道）、
各成员单
位进行督导，
全面掌握专项斗争进展情况。

聚焦斗争重点 打击犯罪活动
深入摸排线索。该市把排查线索、
摸
清底数作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要基础，结合实际，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
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主
动出击，收集线索；加强对近年来信访案
件、治安案件、职务犯罪案件、轻微刑事
案件、涉众性经济案件的排查梳理、
串并
分析，
深挖隐藏在幕后的涉黑涉恶线索。
严把案件关口。该市建立提前介
入、快速办理、专人负责等工作机制，对
涉黑恶案件实行优先办理，在法定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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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政治站位 加强组织领导
长垣市成立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刘金鹏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常务副
组长，公检法三长和一名副县级领导干
部任副组长，各职能部门主要领导为成
员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各乡
镇（街道）、各单位按照市委部署迅速成
立领导小组，切实履行一把手责任，层层
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制定系列文
件，确保各项工作的规范运行，
同时，该市成立扫黑除恶工作专班，
保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常态化、
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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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快速办结；通过办专案、打会战的形
式，集中优势警力办理窝案、串案，深挖
犯罪链条，积极运用公检法联席会商机
制，
战果转化率不断上升。
注重打击实效。该市成立
“有组织犯
罪”侦查大队，专门侦办涉黑涉恶案件，
对现发涉黑涉恶案件，组织精兵强将快
侦快破，对重大涉黑涉恶案件，落实“定
领导、定人员、定措施、定期限”侦办责任
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侦办力度，确
保打击效果。

连日来，
新乡市公安局红旗分局
以教育整顿为抓手，
扎实开展
“我为群
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全面为辖区群众
提供规范、
廉洁、
高效的公安服务。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景旭阳 摄影报道

坚持深挖彻查 打掉幕后
“保护伞”
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结合
起来。该市纪委监委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与市委监委中心工作相
结合，既打涉黑涉恶组织，又打“保护
伞”
，切实形成压倒性态势。
充分发挥巡察和派驻机构的探
头作用。该市把发现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作为
巡察的重要内容；派驻机构严格执纪
监督，督促所驻部门聚焦重点，强化
对所管辖行业、领域的涉黑涉恶线索
摸排；对 2017 年以来受理的涉黑涉恶
腐败问题进行“大起底”，对已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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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判决的涉黑涉恶团伙开展“回头
看”，深挖背后“保护伞”；把排查涉黑
涉恶腐败和“保护伞”作为市委巡察
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展专项巡察
或机动式巡察。
突出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的惩治
效果。该市完善查处“保护伞”案件
的协作机制，对违法犯罪和腐败问题
长期、深度交织的复杂案件，坚持政
法机关与监察机关同步立案、同步调
查，做到纪法衔接、协调推进；对涉嫌
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或干扰、阻
挠正常办案的，
同步查办，
同立同破。

近日，为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新乡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深入学
校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整
治地下流动赌场和跨境赌博等知识
宣传活动。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
明 通讯员 杜力 摄影报道

推进综合治理 挤压犯罪空间
充分发挥
“雪亮工程”
公共视频作
用。该市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实战应用，
建立公共视频，
推进
“雪亮工
程”
建设，
全力打造升级版
“技防城”
。
充分发挥小网格“大能量”作用。
该市积极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服务中心
建设，
通过信息数据的分析研判，
提升
对涉黑涉恶势力预测预警预防能力。
充分发挥部门监管“协同”作用。

该市为依法整治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
题，
建立健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长效机
制，
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通过
开展专项斗争整治行动，
有效整合各单
位资源力量，
及时堵塞制度漏洞、
补齐
监管短板、
完善联合监管机制，
确保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该
市共发出71份
“三书一函”
，
开展警示教
育活动58场次，
受教育人员5876人次。

近日，新乡市公安局牧野分局组
织民警赴张辛庄豫北党训班旧址参
观学习，传承红色基因，推动公安队
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郑金明 摄影报道

加强组织建设 筑牢政治堡垒
推进乡村德治法治自治
“三治”
融
合。该市健全完善村级议事、决策等
工作制度，建立健全政法工作室，确
保每个行政村全覆盖，充分发挥乡贤
作用，化解矛盾纠纷；完善村务公开，
凡村级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
以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等相关事项
都必须全部纳入“四议两公开一监
督”实施范围，坚决遏制损害群众利
益的“微”
腐败问题发生。
整顿软弱后进基层党组织。该市
坚持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基层组织
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结合起来，
开展软弱后进基层党组织的整顿转
化工作；注重整合驻村帮扶工作队等
骨干力量，对村级管理混乱、矛盾纠

纷集中、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的，采取
包村联户、挂账销号等措施，集中力
量、
集中时间、
集中精力抓好整改转化。
开展两委人员背景审查工作。
该市严惩村霸治村、家族治村及黑
恶势力治村的行为。市委组织部会
同 12 个部门对村两委人员进行联合
审查。该市共审查两委成员 36 批次
共 5860 人次，未发现存在涉黑涉恶
等问题的候选人。
刘金鹏表示，
下一步，
长垣市将结
合当前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继续在
深挖根治上下功夫，在长效长治上见
成效，让老百姓有更多、更直接、更实
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夺取扫
黑除恶斗争全面胜利。

近日，新乡市公安局经开分局
以教育整顿为抓手，并结 合“ 五 零 ”
平安村居创建及百万警进千万家
活动，组织民警对危险化学品使用
单位开展了集中安全大检查。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
员 杜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