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控受贿
1477万余元
江苏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
常务副省长李云峰受贿案一
审开庭

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8 日一审公开
开庭审理了江苏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常务副
省长李云峰受贿一案。

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3
年至 2014 年，被告人李云峰利用担任江苏省委
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办公厅主任、省委常委、
秘书长、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规划调整、职务晋升等事
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亲属及特定关系
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477 万
余元。

控辩双方在法庭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
李云峰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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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看点
肖杰在省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专
题会议上强调

提升情报预警能力
狠抓工作责任落实
范华平出席

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肖杰出席会议
强调，把打击锋芒聚焦在人民群众
反映最为强烈的黑恶势力犯罪

确保打准打狠
打出声威和实效

（详见 6日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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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详见周末3版）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公

安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在春节

前后，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将操纵、

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作为重

点打击对象。

近些年，春节返乡聚众赌博，已经恶化成为

一些农村地区很普遍的“年俗”。春节，本该是

一个团圆祥和的时节，却成了一些农村地区赌

博的高发期。显然，无论是作为“黄赌毒”中的

典型违法犯罪行为之一，还是作为“吃喝嫖赌”

中的恶习之一，赌博都不该成为一些农村地区

的“年味”。

赌博小则引发家庭邻里不睦，大则引发吵架

斗殴，更有甚者，陷入深渊倾家荡产，走向更危险

的犯罪边缘。事实上，赌博的危害还不是表面那

么简单，它更是一个违法犯罪的温床。比如，杭州

保姆纵火案中的涉事保姆莫某就嗜赌成性，据她

招认，“事发前夜输钱，想放火再灭火立功借钱”，

遂酿大祸。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就在前不久，西

安一名男子因为赌博输了钱选择轻生，幸好被姐

姐及时发现并报警解救。所谓小玩怡情，大赌伤

身，过年赌博，是时候该被好好整治一番了。

严厉打击农村地区赌博的恶习，或许该从两

个方面着手：形成“不敢赌”的氛围是一方面；另一

方面是如何让村民们“不想赌”。这就需要将集中

打击整治和精神引导结合。

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年赌博行为高发，就跟农

村地区游乐设施、精神产品匮乏不无关系——很

多时候，赌博是打发时间、寻求刺激的一种产物。

一种年俗或节日习俗之所以值得被传承，是因为

它有着积极的价值观和文明的向心力，赌博，显然

不该也不配成为“新年俗”。但近年来，很多旧年

俗正在消逝，新年俗又没有填补上来。随着经济

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村地区居民的“精神贫困”现

象也日益凸显。

我们需要精致文明的乡村，而不是粗犷恶俗

的乡村。所以，荡涤农村地区的赌博恶习势在必

行，而接下来如何让农村“更有文化”，同样值得我

们思考和行动。

（据《新京报》）

赌博不配成为农村“新年俗”

村霸罗英俊村霸罗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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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 日，央视新闻频道用长达 9 分钟的时
间，曝光了长沙的一个村主任。此人横行多年一
手遮天，最终惊动了当地纪检监察机关，被移送
司法。

记者梳理发现，这个名为罗英俊的村霸滥用
职权，挪用扶贫资金，不但用扶贫款修自家门前
路、强取豪夺企业费用，还贪污救灾补助金，连手
下小弟都敢殴打村支书。

中央日前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官方称，基层党建乏力很容易导致农村“两
委”成为恶势力的傀儡或被其“黑化”。铲除黑
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堪称必
由之路。

5万元村级道路建设资
金被他用来为自家修路

2011 年，在社会上混的罗英俊，当选为长沙
市望城区齐天庙村村委会主任。村支书余海军
披露，此人高票当选，可能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
手段。无论怎样，攫取政治权力之后，罗英俊开
始了长达近 7 年的为非作歹。

央视选取了两个细节，展现此人的猖狂。首
先，村里曾争取到一笔 5 万元扶贫资金，用于村
级道路建设，谁知他擅自用在修一条从村主干道
到他家门口的近道，而且工程交给一个叫李四毛
的人。

李四毛与罗英俊称兄道弟，因吸毒、打架、殴
打他人、赌博等多次被公安机关拘留。于是，当
村支书余海军拒绝支持李四毛时，竟遭到了殴
打，“办公室两个窗户的玻璃打烂了，连村委会的
牌子都被从墙上摘下来打烂了。他（罗英俊）打
了我一拳，脸马上就肿了，还出了血。”余海军在
接受央视采访时说，自己虽然与罗英俊共事，但
对他的行事作风并不认可，只是敢怒不敢言。

其次，罗英俊的霸道作风，不仅让村民们如
临噩梦，当地企业也叫苦不迭。2014 年至 2015
年间，罗英俊多次向承包建设村里一幼儿园的
建筑企业和一家水泥制管厂索要 2 万元环境卫

生管理费，两家企业认为费用过高提出异议，多
次索要无果后，罗英俊干脆给企业断了电。两
家 单 位 被 逼 无 奈 ，只 得 妥 协 ，交 了 3.5 万 元 了
事。罗英俊承认，这笔钱一直在他手上，并没有
交到村集体财务。

查办此案的长沙市望城区纪委副书记、监察
委副主任王志华表示，罗英俊的霸道行为，性质
恶劣，民愤难平，他被查后，曾经被打击报复的人
感到非常畅快。

1.71 万元救灾补助
金装进自己腰包

记者注意到，这名村霸的劣行并非首次曝
光。早在今年 1 月 22 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就以
半个多版披露罗英俊是如何横行乡里的。与央
视 2 月 5 日的报道对比后可以发现，除了公款修
私路、强取豪夺企业钱财之外，此人还“一路三
吃”、揩灾害补助金的油。

事实上，没担任村委会主任之前，罗英俊就已
经开始弄虚作假、目无法纪了。经查，2006 年至
2009 年间，罗英俊违规新建 3 栋别墅，卖给 3 户外
来非农户，并收取 12 万元公路硬化款。工程完成
后，他又隐瞒拿钱事实，领取上级补助13.2万元。

当选村主任后，罗英俊又在村级道路上做文
章——鼓动村民个人出资修“入户路”，导致村委
会被大规模索要工程款，“这种无计划、无预算、无
资金来源的盲目修路，让村集体亏损几百万元。”

其次，2016 年 1 月底，齐天庙村发生山体滑
坡，堵住了公路。罗英俊让谭某做固坡、通路施
工，并向镇政府争取 6 万元救助金。“年底了，你
把钱直接打到这个账户，谭某找我领钱。”工程款
项拨付到村后，罗英俊让财会人员把钱打到自己
老婆账户上，结果除去工程费用 4.29 万元，剩余
的 1.71 万元都被装进他自己的腰包。

记者发现，1 月 25 日，长沙市纪委通报了近
期查处的 4 起侵害群众利益的基层腐败问题，其
中就包括罗英俊。通报显示，罗英俊滥用职权，
挪用扶贫资金，包庇纵容李四毛承接村工程项

目，引发斗殴和群众上访，造成恶劣影响。2018
年 1 月，他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并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铲除黑恶势力，必须
加强基层党建

1 月 24 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央近日发出
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从群众的切身感受来讲，发生在基层的、身
边的腐败影响更深更大。因此通知明确要求：把
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
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
发广泛热议。《中国纪检监察报》还刊发系列述
评、评论等，对通知进行深入解读。1 月 27 日，该
报发文称，在农村，一些黑恶势力通过贿赂拉拢
基层干部染指基层政权，有的则直接通过霸选、
骗票等方式，披着看似“合法”的外衣，谋取利益、
横行乡里。

“个别人通过黑恶势力进入村‘两委’，利用
手中权力操控项目实施，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
各取所需，甚至极个别村干部自己都成了村霸，
啃噬着群众的获得感。”河南省获嘉县委常委、纪
委书记李炳双表示。

这种境况该怎么解决？在接受央视采访时，
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蒋来用表示，村霸的
存在，主要的原因还是基层党支部建设薄弱，党
支部建设很强的地方，一般都没有这些什么霸的
出现。

这一观点也得到实务部门的肯定。“群众身
边涉腐涉黑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基层党的领
导弱化，导致黑恶势力乘虚而入。”广东省徐闻县
委常委、纪委书记郭雄斌说，基层党建乏力很容
易导致农村“两委”被少数群体“绑架”，甚至成为
恶势力的傀儡或被其“黑化”。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厚植党执政的政
治基础，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精神狠抓基层组织
建设，让党的旗帜在每一个基层阵地高高飘扬。

（据《法制晚报》）

央视用9分钟揭露湖南长沙一村霸7年恶行

公款修私路 贪污救灾款

2 月 8 日，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邮政局在京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打击整治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罪
部际联席会议和部署全国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据介绍，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成立了由公安
部牵头，共 24 个部门和单位参加的打击整治枪支
爆炸物品违法犯罪部际联席会议，决定自 2 月 7
日起至 2019 年底，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打击整
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涉枪涉
爆违法犯罪治理工作直接关系公共安全和社会
大局稳定，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长
治久安。一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国公安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持
续开展缉枪治爆、打击网络贩枪等专项行动，始

终把严管严控枪爆物品作为维护社会治安大局
稳定、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来抓，取得
了明显成效，全国持枪、爆炸犯罪案件实现多年
连续下降，2017 年全国持枪、爆炸犯罪案件分别
比 2012 年下降八成多、六成多，中国已成为全世
界枪爆犯罪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据介绍，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将
突出缉枪、治爆、净网三个重点，严打境内制贩枪
爆物品犯罪、严打境外走私枪支犯罪，严整网络
秩序，坚决铲除网络贩卖土壤。将着力建立完善
打防管控联动机制，严格落实各地属地责任和部
门监管责任，创新枪爆物品打击整治举措，不断
提升打击治理的针对性、实效性。对易滋生枪爆
隐患的地区、部位和场所，广泛发动基层力量，开
展“拉网式”排查；加强物流寄递业安全监管，严
格 落 实 收 寄 验 视 、实 名 收 寄 、过 机 安 检“ 三 个

100%”制度；采取公布奖励标准、兑现举报重奖等
方式，积极发动广大群众举报枪爆违法犯罪，切
实打好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人民战争。针对
枪爆违法犯罪多发地区，公安部还将会同中央综
治办对枪爆问题突出地区进行挂牌整治和督查
评估，着力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通过打击
整治专项行动，旨在实现“三个有效、三个下降、
三个提升”的工作目标，即实现境内制贩、边境走
私、网上贩卖高发势头有效遏制，非法入境和流
通渠道有效阻断，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有效管控；
非法制造窝点数量大幅下降，社会面非法枪爆物
品存量明显下降，持枪和爆炸犯罪案件持续下
降；网上抵制“枪支文化”氛围不断提升，严管严
控政策社会共识显著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全面
提升。

（据公安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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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严治 寸步不让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八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日前，中央纪委对 8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这 8 起典型问题是：

国家邮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君等人接

受管理服务企业宴请、收受礼品问题。刘君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本人作
了深刻检查反省。对其他人员的处理，正在按
程序办理。

公安部办公厅统计处原副处长彭科接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违规出入私

人会所等问题。因彭科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彭科受到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违纪所
得被收缴。

福建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原党组成

员、总经济师郑灵借调研之机公款旅游问题。

郑灵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职，违纪所
得被收缴。

重庆市綦江区农委副主任张在彬等人工作

日午间违规饮酒、篆塘镇党委副书记吴高强等

人违规公务接待问题。张在彬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吴高强、黎春、张正有分别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其他人员受到相应处理，用餐费用由参
与用餐人员承担。

山西省武乡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

任郝炳宏借其子结婚之机敛财问题。郝炳宏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职，退还违规收受
礼金。

云南省姚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吴东等人

违规公款吃喝问题。吴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参加就餐人员退赔餐费。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分行办公室原

主任赵啸红等人违规公款购买消费高档白酒

问题。赵啸红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
过处分，并被免职；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马洪
宁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行纪委书记陈
雪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购买使用高档
白酒的相关费用，由分行各使用部门的主要
负责人承担。

辽宁省大连市自来水集团管网探测有限公

司董事长夏军借出差之机旅游等问题。夏军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据新华社）

四川一 95 后小伙行贿
国家工作人员28万元获刑

通过微信支付宝
“送钱”

“百名红通人员”
52名已归案

归案前藏匿地以美国
和加拿大最多，十九大以
来已有4人归案

被中央军委“盯上”的
假将军沉迷“将军”角色，
落网时仍派头十足

质问办案民警
“你算老几”

“ 打 黑 除 恶 ”升 级 为
“扫黑除恶”构建中国特色
轻罪诉讼制度体系 基本实
现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

2018年，
政法工作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