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检察院派驻感城检察室深入4个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

设点宣传 现场解答

在板桥镇开展扫黑在板桥镇开展扫黑

除恶宣传活动除恶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陈华文）为深
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振群众扫黑除
恶必胜信心，连日来，东方市检察院派驻感
城检察室主动联系各镇政府，联合各乡镇派
出所、综治办、禁毒办、司法所等职能部门共
同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分别在八所镇万福
隆商城、四更镇市场、感城镇老政府门口、
板桥镇政府门口及各村委会设点宣传，通
过邀请新闻媒体跟踪采访、喇叭宣传、悬挂
横幅、发放扫黑除恶手册以及现场解答等
方式，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

截至 4 月 15 日，东方检察院派驻感城检
察室已完成对辖区 4 个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宣传工作，共发放宣传资料 1500 余份，悬挂
横幅 30 条，参与群众 1500 余人，接待上访群
众 10 人。

本报讯（记者黄赟 通迅员王松林 杨翘
名）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海口市秀
英区检察院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注重打
防并重。4 月 16 日，秀英检察院针对办案中
发现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物业管理中
存在监督缺位等问题，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发出检察建议书。

自 2013 年以来，以吴某辉为首的恶势力
犯罪团伙为达到非法敛财的目的，勾结绿地
海森林小区物业公司保安人员，常年垄断小
区砂石料交易，多次进行强迫交易活动，对
外来运砂、水泥车辆进行拦截、驱赶。该恶
势力犯罪团伙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生
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秀英检察院在办理该案中发现，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在对辖区物业监督管理方面
存在管理不到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容易
形成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和空间。发现问
题后，该院高度重视，由一名副检察长带领
承办检察官进行走访调研，对小区砂石建筑
原材料销售行业涉黑涉恶隐患进行综合分
析研判，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发检察建
议书，从指导、监督辖区物业公司建立相关
监管制度、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物业从业人
员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思想认识 3 个方面
提出具体检察建议。

为将检察建议真正落实到位，确保专
项斗争的整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相统一，4 月 16 日，秀英检察院向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送达检察建议，同时针对检察

建议书中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沟通。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立即
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了该案发生的原因，
并于当日组织各镇街居委会物业小区分管
领导及 140 余名物业负责人召开秀英区住
宅小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大会。会上
要求，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强化行业监管，
广泛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教育，踊跃举报“保
护伞”线索。

据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秀
英区检察院针对当前涉恶问题新动向，在办
案中针对管理漏洞和可能诱发黑恶势力的
因素及时制发 3 份检察建议，不断延伸办案
效果，积极参与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
综合治理。

海口秀英检察院延伸扫黑除恶办案效果

制发检察建议
堵住部门管理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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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检察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部署会要求

深挖彻查涉黑恶案件
及“保护伞”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彭倩）4 月 15 日下
午，琼海市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会。

会议传达了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督导海南省工作动
员会精神，就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会知识进行再学习，并
由各部门对前一阶段以来扫黑除恶工作进行总结汇报。

会议要求，各业务部门要结合本条线工作深挖彻查涉黑
涉恶案件以及“保护伞”，乡镇检察室要结合“扫黑除恶”专项
立案监督“蓝深行动”并积极引导扫黑除恶信息联络员发现、
提供线索；要提高办案效率，争取快速批捕、快速起诉，用更
快的效率、更高的质量，彰显打击质效；同时，要加强与重点
行业、重点领域的沟通、协调、联系，发挥检察建议监督作用，
立足职能做好源头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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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杜泽明）4 月
15 日上午，省检一分院召开党组中心组（扩
大）会议。

会议要求，全院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
位，进一步增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践行“两个维护”；要以中央督导为契
机，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保持严打态势，加
大办案力度，依法快捕、快诉黑恶势力犯罪；
要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持续在深挖黑恶势

力背后的“保护伞”上下功夫，加大“打财断
血”力度，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标中央
督导组指出的政治站位、依法严惩、综合治
理、深挖彻查、组织建设、组织领导 6 个方面

存在的问题与薄弱环节，认真查找差距，梳
理短板，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责任，
切实抓好整改落实，以更高的政治自觉、更
加强有力的措施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
深发展。

东方法院扫黑除恶宣传下乡镇

发放知识读本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黄少玲）4

月 16 日上午，东方法院扫黑办成员前往帮
扶村庄板桥镇田中村，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帮扶指导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
田中村两委干部及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参
加此次会议。

会议要求，村两委干部要认真学习扫
黑除恶相关政策法规，将扫黑除恶斗争与
基层“拍蝇”相结合，从重从快打击黑恶势
力；加强宣传力度，多形式开展扫黑除恶
宣传工作，扩大群众知晓度，将涉黑恶势
力线索举报联络方式推送到群众身边；两
委干部要积极投身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开展情况
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工作有机结合，“有
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

会后，东方法院扫黑办成员通过发放
扫黑除恶知识读本、展示扫黑除恶工作成
果展、宣传扫黑除恶标语等方式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向田中村村民介
绍黑恶势力的种类、危害性、相关政策法规
以及线索举报方式，并耐心地解答群众的
法律咨询。

加设举报箱
依法审查移送

陵水法院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许光伟 通讯员李晓星）4 月 15 日
下午，陵水黎族自治县法院召开专题会议，对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进行再部署。

会议要求，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各成员要了解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开展情况，熟知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
部联合发布的“四个意见”，熟悉掌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
应会的主要内容，加强对黑社会组织犯罪和恶势力犯罪的认
识和区分；要对法院受理的涉黑涉恶案件做到底数清，了解
案件审理的整体情况，熟知法院扫黑除恶的工作制度、工作
方案；分管领导要抓好台账等各类资料的管理、报送工作，尤
其是线索核查移送方面，严格按照规定及时移送县扫黑办、
省高院等相关单位；要在院机关及 3 个派出法庭进行扫黑除
恶宣传全覆盖，及时更新宣传标语、宣传栏，加设举报箱，由
监察科统一管理、定期收集，依法审查移送。

乐东检察院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宣传

向群众宣传
打击重点对象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 通讯员张斌）4月16日上午，乐东黎
族自治县检察院在九所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现场
讲解的方式开展，重点向群众宣传扫黑除恶专项工作打击的
重点对象、领域、案件、行业及相关的法律知识，让群众认识
到什么是黑恶势力、黑恶势力的危害性以及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的深刻意义，鼓励群众积极检举揭发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线索，并告知群众可通过宣传手册上的举报电话、地址直
接向有关部门反映。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4 月 17 日上午，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教
育警示大会。

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坚持“一把手”带头部署推进；建立由县
委政法委各部门、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
等部门组成的问题线索快速移送反馈机制，
及公检法“三长”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进行

会商协调机制；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纳入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考核体系，建立
督查和领导包片包案制度。

会议强调，各部门要深入琼中绿橙基
地、农贸市场、商贸集市、批发市场、KTV、采
石采砂场等重点场所进行实地排查，重点摸
排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等“菜霸”

“砂霸”“运霸”的黑恶线索；对利用家族、宗

族宗派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百姓
的“村霸”等黑恶势力进行排查，特别是针对
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
吞集体资产的涉恶涉黑线索进行深挖细查；
充分运用大情报、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和人
力情报手段，重点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
重点区域，开展线索排查，全面掌握突出问
题底数。

琼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教育警示大会要求

建立问题线索速送反馈机制

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洪纬 王金
阳）为持续推动辖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
深发展，4 月 9 日至 11 日，省检察二分院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和侦监部门主
要负责人分别带领两个工作组，奔赴东方、
昌江、临高、白沙 4 个市县，联合当地检察机
关到 6 个派出所开展扫黑除恶宣传和立案监
督工作，并就做好当前基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健全辖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协
作机制提出意见和建议。

工作组以轻微伤害、寻衅滋事等可能涉
黑涉恶的犯罪为重点，认真查阅扫黑除恶工
作总结，查看了派出所的接出警台账以及刑
事、治安案卷宗，对被害人进行电话核实后，
与辖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干警进行座谈，
对当地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进行深
入了解。

座谈会上提出要重点做好“三查”工作：
查群众身边的涉黑涉恶苗头隐患问题；查利
用宗族、家族势力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村

霸”等黑恶势力；查是否存在司法人员违法
侦查取证问题。同时还要做到三个“加强”：
加强日常联系和信息沟通，互相通报案件办
理情况；加强与组织、民政、扶贫等部门的沟
通协调，防止黑恶势力侵蚀扶贫资金；加强
对干警的违法行为问责力度，确保执法人员
不违法，切实保证案件质量。

期间，工作组还联合辖区检察院侦监部
门和乡镇检察室向辖区群众发放扫黑除恶
宣传手册 400 余份。

省检二分院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和立案监督力度

强化检察公安协作机制

五指山法院扫黑除恶宣传进校园

防止黑恶势力
向校园渗透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李芳芳）为进一步加大扫
黑除恶、禁毒宣传力度，提升师生法律意识和自我防范能
力，防止黑恶势力向校园渗透，4 月 16 日下午，五指山市法院
组织法官走进南圣镇中心学校开展扫黑除恶及禁毒宣传进
校园活动，该校 500 多名师生参加活动。

为确保此次宣传活动取得实效，五指山法院通过设置展
板、悬挂宣传标语、发放宣传手册、组织宣讲、解答咨询问题
等形式为学生宣传扫黑除恶、禁毒的相关知识。宣讲会上，
杨酉花法官向学生们解说了什么是黑恶势力、哪些是属于涉
及黑恶势力的校园犯罪行为，并以轰动一时的黑恶势力“月
亮帮”案件为例，向学生们讲述了一个黑恶势力犯罪团伙被
正义瓦解的真实故事，教导学生要学会应用法律武器应对校
园暴力或者其他犯罪，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保亭检察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第6次会议要求

快捕快诉涉黑恶案件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许光伟 通讯员阮映乾）4 月 15 日

下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第 6 次会议，部署下一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会议指出，全体干警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
两高两部印发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会知识，熟练应用到具体涉
黑涉恶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提升办案质效。

会议要求，要加大力度对涉黑涉恶案件“快捕快诉”；强
化检察监督，既要持续加大涉黑涉恶案件侦查、审判和执行
监督力度，又要守住法律底线；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
氛围。借助法律宣传、媒体宣传等方式发动群众积极举报涉
黑涉恶线索，同时要做到在内网上开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
栏，及时更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动态。

依法快捕快诉黑恶势力犯罪
省检一分院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发展

澄迈检察院进校园开展
扫黑除恶法治宣传活动

鼓励师生揭发
涉黑恶线索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梅艺馨）4
月 16 日下午，澄迈县检察院联合共青团澄
迈县委深入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开展扫
黑除恶法治宣传活动。

该院通过发放扫黑除恶宣传手册、普
及相关法律知识、张贴扫黑除恶宣传海报
等方式，广泛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相
关法律知识，提高师生的关注度和参与
度，增强师生与黑恶势力斗争的信心和勇
气，鼓励师生积极揭发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