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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 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
示精神，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
部署要求，将其作为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强化

“两个维护”的具体举措，紧紧
围绕为期三年的工作目标，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迅速行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
成效。
截至今年 4月 10日，全市共

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90个，其
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个，恶
势力犯罪集团 13个，恶势力团伙
74个， 破获刑事案件 196起，刑

事拘留 488人， 移送起诉 71 件
328人； 全市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恶势力犯
罪集团 13件 95人，提起公诉 11
件 106人； 法院一审受理 11 件
106人，审结 9件 94人。 排查报
送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线索 30件，查处 22人，通报 4起
5人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

强化政治担当 坚持高位推进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
后，淮北市委、市政府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摆上
突出位置， 以高度政治自觉和强
烈政治担当， 不断推动专项斗争
向纵深发展。
市委、 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切实履行工作职责， 先后多次召
开市委常委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

议，专题研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定期召开市委常委办公会、 市长
办公会， 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 成立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召开 15次会议，掌握
工作动态，会商重点案件。建立由
市级领导任组长的 4个督导组，
深入一县三区督导检查。
制定 《淮北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解

任务、细化举措，将专项斗争纳入
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核体系，
严格考核奖惩问责。 建立健全机
制，形成会商协调、线索移送、提
前介入、打击整治、结果反馈等有
效工作机制，确保沟通顺畅、推进
有力。加强市县（区）联动，从市公
安局抽调 50名骨干进驻一县三
区，与基层干警协同作战。在全省
率先推行律师参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备案制度。

聚焦工作重点 精准打击求实效

全市聚焦摸排重点， 围绕农
村地区、征地拆迁等重点区域，建
筑工程、交通运输、砂石开采等重
点行业，深挖存量线索，截至 4月
10日， 共收到举报线索 410件，
已核查办结 181件； 政法机关向
金融、 住建等行业主管部门发送
公安提示函 7份、 检察建议书 5
件、司法建议书 5件。
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恶

势力犯罪集团作为主攻方向，集
中攻坚、精准出击，打掉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 3个， 破获恶势力犯
罪集团案件 13 起， 缴获枪支 3
支。延伸打击重点，把扫黑除恶与
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度结合，
将涉黑涉恶 13种情形纳入候选
人资格审查负面清单，对 3829名
候选人严格把关， 取消资格 109
人，刑事立案 40起，刑事拘留 50
人。及时开展换届工作“回头看”，
清理曾受刑事处罚等处理的 16
人。

广泛发动群众 加大宣传聚共识

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发力，综
合运用报刊、电视、网络等线上媒
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放式

党校、秸秆禁烧“大喇叭”等线下
平台，充分发挥我市“一组一会”
优势，加大对中央大政方针、黑恶
犯罪特征危害等宣传力度， 发动
群众积极举报线索。去年以来，全
市共组织相关政策解读、 观影课
堂、文艺课堂 200余场次，干部走
村入户宣讲万余次，张贴发放“两
高两部”《通告》、给广大居民一封
信等 30万余份，群众对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了解率达 92．5％， 居全
省第二。

坚决深挖彻查 从严问责不手软

坚持“打伞破网”不放松，对
履职不力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
对公安机关侦破的涉黑涉恶案件
逐案过筛。 将宗族宗教和黑恶势
力干扰渗透等问题纳入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排査范围，“一村一
策”开展整顿，坚决铲除黑恶犯罪
滋生土壤。坚持问题导向，立行立
改抓落实。 针对省委督导组及督
导“回头看”两次反馈意见，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制定
问题整改清单，3 次召开领导小
组推进会，由市级领导带队，督导
检查县区和市直有关单位， 推动
问题全面落实整改。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 通过不懈努力我市取得了
一定成果，但仍有一些不足。 下
一步，我市将压实责任，调整主
攻方向， 在 “办案”“打伞”“断
财”上狠下功夫，深挖涉黑涉恶
腐败问题和 “关系网 ” “保护
伞”， 加大问题整改落实力度，
持续推动我市专项斗争向纵深
发展，为建设中国碳谷·绿金淮
北营造更加安全、 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

重拳出击扫黑恶 利剑高擎保民安
———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进展

自去年中央部署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市公安局、检
察院、法院、司法局等政法部门，
在市委、 市政府和市委政法委的
统一领导下， 切实把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
实抓好，精心组织、强力推进，不
断向黑恶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并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我市黑恶势
力的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社
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 党风政风
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全市的发展
环境明显优化，群众安全感、满意
度进一步增强。

市公安局

瞄准打击重点

突出专案攻坚

为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这项政治任务顺利推进， 专项斗

争之初，市公安局审时度势，果断
从刑侦、打黑、直属、公交、特警等
单位抽调精干民警， 组建四个扫
黑除恶专业行动队分别进驻三区
一县与基层并肩战斗。 根据中央
“深挖根治”阶段目标和专项斗争
工作形势， 市公安局扫黑行动队
由规模用兵改为精兵攻坚， 选调
优势力量组建扫黑除恶案件队，
主攻大要案， 人员由分队派驻基
层改为集中市局统领， 提高了灵
活统筹、集约攻坚质效。

全市公安机关严格按照上
级部署，以打开路，依法严惩，突
出重点，集中攻坚，先后打掉黑
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3个，侦办犯
罪集团案件 13件， 推毁恶势力
团伙 7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500
人，刑拘 488 人，破获刑事案件
190 起， 查封冻结扣押资产约
1499万元，基本形成黑恶势力压
倒性态势。去年全市八类案件发
案数同比下降 17．2％， 破现发刑

事案件数同比上升 34．6％， 专项
斗争打击成效为 79．34％，排名全
省第六，多项刑事打处指标升幅
全省领先，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全省领先，刑侦工作绩效考核进
入全省第一方阵。

市检察院

坚持打防兼顾

做好长远防治

2018年至今，我市两级检察
机关勇于担当，敢于作为，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全力投入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精心组织，周密
安排，依法履职，稳步推进专项
工作顺利开展， 取得阶段性工
作。

全市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实
事求是，把握好政策界限，以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理涉黑涉
恶案件，坚守法律底线，确保每
一起案件都能经得起考验。加强

密切配合，与市检察院、市公安
局分别会签了《关于提前熟悉职
务犯罪调查案件案情工作的意
见》《关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
安机关刑事案件侦查活动的工
作意见》， 建立打击黑恶势力及
其保护伞的长效机制，确保案件
诉得出、判得快、判得了。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共批准逮捕涉黑涉
恶案件 13件 95人，提起公诉 11
件 106人。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职能，通过对办案过程中
发现的社会管理漏洞发送检察
建议的方式，监督有关机关和部
门规范管理、堵塞漏洞、强化监
管，共同努力提升社会综合治理
水平和能力，不给涉黑涉恶犯罪
分子以可乘之机。 目前，全市检
察机关共发送涉及社区矫正管
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社会治
安管理等方面内容的检察建议
6 条， 有关单位反馈并整改 5
条，检察建议效果较为明显。

市法院

打造专业审判团队

涉黑案件快审快判

我市两级法院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始终保持严打整治高压
态势。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领导
小组，抽调精干力量组成领导小
组办公室。 选取政治素质高、审
判业务精、工作作风硬的员额法
官组成审判团队负责案件审理，
依法严惩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坚
持全市法院“一盘棋”，市中院加
大对基层法院涉黑涉恶案件办
理工作的业务指导，案件判决前
两级法院针对量刑问题加强沟
通协调，确保案件质量。

坚持涉黑涉恶案件快审快
判。 自 2018年 10月第一批涉黑
涉恶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全市
法院迅速从临战进入实战，集中
力量，加班加点。截止目前，全市

基层法院一审共受理涉黑涉恶
案件 11件 106 人， 其中涉黑案
件 3件 38人， 涉恶案件 8件 68
人；审结 9件 94人，其中涉黑案
件 2件 30人， 涉恶案件 7件 64
人，其中 2件涉黑案件审理时间
分别为 33天、43天。 截至目前，
上述已审结案件除一件尚在上
诉期外，其余 8件均上诉至市中
院，现二审均已审结，二审平均
审理时间 23天， 审判效率持续
提升。

市司法局

强化业务监督指导

提升律师辩护水平

市司法局在全省率先出台
了《关于做好我市律师参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重要通
知》， 制定了律师代理涉黑涉恶
案件报告制度，成立律师代理涉
黑涉恶案件辩护工作指导委员

会， 明确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类
型，帮助律师准确把握涉黑涉恶
犯罪构成。在全省创新建立看守
所周末律师正常会见制度，向中
院反馈律师建议 31条， 进一步
优化律师执业环境。

多次组织召开律师参与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座谈会， 研究律
师参与涉黑涉恶案件辩护代理工
作有关问题。 邀请国内知名专家
学者来淮举办业务培训班， 进一
步提高律师在代理涉黑涉恶案件
中的业务水平。 指派律师管理部
门同志现场旁听庭审工作， 积极
协助司法机关把好案件事实关、
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174名
律师为 151 名涉黑涉恶犯罪嫌
疑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
个阶段进行辩护，全部实现及时
上报、及时指导，最大程度上实
现了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的有
机统一。

政法部门齐发力 联手共建平安城

全市扫黑除恶公检联席会议

扫黑除恶宣传现场

律师扫黑除恶培训

向市民讲解扫黑除恶相关知识

抓捕现场 讯问现场 审理现场

■记者 傅天一

■记者 傅天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