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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涤黑恶扬正气
——仁和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纪实

□何昱宏 本报记者 王南桢 文/图

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以来，仁和区秉雷霆之势、持
为民之心，向黑恶势力发起凌厉攻势，铲
除了一大批黑恶势力毒瘤及其保护伞，
推动社会风气不断好转，发展环境不断
优化，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
感不断提升。

3年来，仁和区坚持把重点对准群众
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团
伙，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共
受理涉黑涉恶线索 286 条，已办结 286
条，办结率 100%；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案件 25 起 54 人；依法打掉
涉黑组织 1 个、涉恶犯罪集团 2 个、涉
恶 团 伙 6 个 ，查 封 、冻 结 、扣 押 资 金
241.37 万元；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54 起，
刑事拘留 93 人；依法提起公诉涉黑涉
恶案件 5 起 54 人；一审判决涉黑涉恶
案件5件54人。

高位推进 形成强大合力
“稳定是民心所向，平安是群众所

盼，必须出重拳、亮利剑。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切
实为全区人民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这是仁和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的共识。

基于这样的认识，仁和区第一时
间成立了由区委书记任组长、区长任
副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加强组织领导，深入调研督导，作
出全面部署；各级党委政府扛起主责
担当，形成逐级抓落实，上下联动，整
体推进有力的格局。仁和区党委、政
府主要领导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开展作出 76 次批示，极大鼓舞了各级
各部门扫黑除恶的士气。区委常委
会、区政府常务会先后 23 次听取全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专题汇报，并召
开60余次安排部署会，及时传达中央、
省、市决策部署，深入推进专项斗争工
作扎实开展。区委、区政府其他领导班
子成员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
求，指导督促分管部门、行业领域落实
扫黑除恶线索摸排、基层治理、行业整
治等工作，每年开展与主要负责人谈
心谈话，实现扫黑除恶在各单位各行
业全覆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仁和区
委、区政府始终将制度建设放在首位，按
照扫黑除恶“一年打击遏制，二年深挖根
治，三年长效常治”总蓝图，坚持“打早打
小，露头就打”的工作方针，高站位、高起
点、高标准出台方案，掀起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高潮。紧紧围绕六个方面，抓好六
大战役，以“六个到位”为抓手，制定了

《“三书一函”办理制度》《涉黑涉恶案

件会商制度》《涉黑涉恶重点线索、重
点问题督办工作制度》等 16 项基础
性、日常性工作制度。全区各级各部
门共建立各项长效机制制度 116 项，
为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开展
奠定坚实基础。

精准打击 重拳严惩黑恶
线索核查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关

键所在。仁和区迅速亮剑、研究对策，抽
调精干力量组建扫黑办和线索核查中
心，全面落实线索核查制度，负责全区涉
黑涉恶线索收集、汇总、分流、核查、督办
工作。

在中央明确的十类黑恶势力基础
上，仁和区结合实际，进一步扩大排查打
击范畴，新增矿产资源开发、特色农产品
生产等 8 类整治重点。

2018 年 4 月 10 日，区线索核查中
心通过线索梳理，发现重大涉黑涉恶
线索，市级相关部门、仁和区迅速成
立“4·10”专案指挥部，对群众举报的
以“王某父子”为首的涉黑线索进行
侦办。

经查，2011 年至 2018 年 5 月，王
某以某保洁公司、攀枝花市某工贸有
限公司的名义从原仁和区城管局承包
取得了市容市貌整治和文明劝导等业
务。期间，王某纠集女友罗某、其子王
某某，招揽“两劳”释放人员和社会闲
散人员，组成所谓市容市貌管理巡查
队，打着城市管理的幌子，以管理市容
市貌为名，用暴力、语言威胁、殴打等
不法手段，随意收取沿街摆摊商贩的
摊位费，聚敛钱财，实施寻衅滋事、故
意伤害、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严
重扰乱社会秩序，称霸一方。逐步形
成了以王某、王某某为首，刘某某等 6
人为骨干，李某某等 15 人为成员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
2018年5月26日，公安机关对涉案

的王某等 21 名犯罪嫌疑人实施集中抓
捕并刑事拘留，涉及罪名包括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故意伤害。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4·10”案涉
黑组织的覆灭，充分彰显了仁和区党委
政府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坚定决心，保
障了辖区群众安居乐业。

仁和区始终坚持“一线双核”“一案
三查”，“打伞破网、打财断血”同步进行，
坚决摧毁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关
系网”“资金链”。制定《仁和区涉黑涉恶
线索案件深挖彻查和“打伞破网”工作办
法》，建立涉黑线索双向移送工作机制，
召开“打伞破网”联席会议27次，共收集
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54条，立案查
处 25 起 54 人，查封、冻结、扣押、没收

“4·10”专案财产金额 206.7 万元，拆除
涉案经营场所1620平方米。坚决落实

“打财断血”，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实
行应收尽收。

3 年来，仁和区成为全市扫黑除恶
审理主战场。法槌落下，正义昭彰。

2019 年 2 月 28 日，原仁和区城管
局局长沈某受贿一案开庭审理；2019
年 12 月 30 日，攀枝花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法院办理的首例黑社会
性质案“4·10”案在仁和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王某父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和 12 年，并依法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2020年9月30日，仁和区法院依法
公开一审审理省扫黑办督办的“9·6”朱
某某等 27 人重大涉黑类案件，朱某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 25 年并依法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固本强基 筑牢基层堤坝
仁和区坚持打击与整治并重，形成

“工作闭环”，紧紧围绕“有黑扫黑、有恶
除恶、有乱治乱”的工作要求，坚持把扫
黑除恶与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有效铲
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确保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
对全区 27 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进行
专项整改，目前已全部完成整治验收
工作。

严格抓好基层干部联审联查。对现
任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进行了 3
次联审联查，将 11 名受刑事处罚的村

（社区）干部剔除于干部队伍外，进一步
健全防范黑恶势力侵蚀基层政权机制，
为净化基层干部队伍提供坚强组织保
证，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环境。

乱象治理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要内容之一。仁和区制定《攀枝花市仁
和区乱点、乱象整治方案》，成立乱点乱
象整治领导小组，通过“社会大扫除”“罚
点球”“行业清源”等方式，加大对市区挂
牌治安乱点的整治力度。通过开展“黄
赌毒”“两抢一盗”、缉枪治爆等专项行
动，共破获“黄赌毒”类违法犯罪案件
280 起，打击处罚违法犯罪人员 1756
人，查获各类毒品4.7万余克；收缴各类
枪支1079支、各类制式子弹257发。

3 年来，通过一次次集中攻坚和
专项整治，仁和区社会治安环境持续
向好，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农村社区
治理实验区。仁和区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打击整治综合成绩始终排名全
市前列。

仁和区誓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刮
骨疗毒的勇气和勇于革新的斗争精
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姿
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打赢扫黑除恶攻
坚战，全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

仁和区人民法院对涉黑案件进行审判。

打通“断头路”
畅通“毛细血管”

本报讯（阳佳朋 记者 王
南桢 文/图）近日，记者从仁和
区住建局获悉，位于仁和区宝灵
寺与浅水湾康养文旅综合体项
目附近的“断头路”——0号桥延
伸道路已建成通车。

据了解，0 号桥延伸道路起
于同乐路与同仁路交汇处，止于
宝灵路已建成道路。“0号桥”于
2016年完工，但后续路段因种种
原因一直未能修建。去年9月，
由仁和区政府牵头将其作为建设
浅水湾项目的企业配建道路进行
建设，于今年初建成通车。该道
路为城市支路，全长约375米，设
计速度为 20 公里/小时，机动车
道设置双向双车道。道路旁修建
了约5000平方米的绿地，并配套
了长椅、回廊、雕塑等设施，供周
边居民休闲娱乐。

0号桥延伸道路是仁和区打
通城市“断头路”，畅通道路“毛
细血管”的一个缩影。2018年以
来，仁和区开工建设的总龙路、
川沙路、南沙路等 20 余条城市
主次干道先后建成通车，进一步
提升了交通供给能力，改善了辖
区群众的出行体验和民生环境。 图为已建成的图为已建成的00号桥延伸道路号桥延伸道路。。

本报讯（何小林 记者 王南桢）1
月8日，记者从仁和区民宗局获悉，中坝
乡团山村村干部聂正忠荣获“四川省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日前，区委统
战部为他颁发了奖状和奖牌。

聂正忠是团山村土生土长的回族
人，7 年前在仁和联通桥旁开了一家清
真菜馆。从事餐饮服务业多年，得到
了很多顾客的认可。作为一名少数民
族企业家，聂正忠努力为少数民族群
众脱贫致富做好榜样，为民族团结进
步贡献力量。他说：“家乡养育了我，
我会力所能及地为家乡多作贡献。我
将不断鞭策自己加强学习，搭起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纽带，为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坝乡团山村有18个村民组，户籍
人口 3637 人，主要民族有汉族、回族、
傣族、彝族等。从 2015 年至今，聂正
忠先后担任中坝乡团山村村委会副
主任、村委会主任。他在工作中以身

作则，坚持党的路线、方针，积极投身
平安创建活动，依法行政，严厉打击
违法犯罪，稳定居民生活，确保一方
平安。通过成立团山社区“红白理事
会”，充分发挥社区综治工作站作用，
推行网格化管理，及时排查化解矛盾
纠 纷 ，推 动 文 明 社 区 建 设 。 在 工 作

中，他真诚对待每一位前来反映问题
的村民，面对矛盾不回避，公平公正
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努力化解
矛盾纠纷，做到了早排查、早化解，把
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群众
看 到 村 干 部 尽 心 在 帮 助 自 己 ，心 平
了、气顺了。

中坝村干部聂正忠

获“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

仁和区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

通讯员 薛巍）1月10日，仁和区公
安分局举行了首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庆祝活动。

活动现场，400 名民警警容严
整、庄严肃立，向警旗敬礼，表达对
伟大祖国的热爱和无限忠诚。升旗
仪式后，分别为立功受奖的先进集
体代表和个人代表颁发奖状、证书，
并举行了警车交付仪式。

仪式上，仁和区委主要领导强
调，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希
望全区广大公安干警继续发扬顽强
拼搏的工作作风和敢打必胜的坚强

斗志，增强学习意识、创新意识，不断
提高公正执法、快速反应能力；以“坚
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
为抓手，进一步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严管队伍，着力锻造一支高素质的公
安铁军，奋力开创仁和公安新篇章。

当天，仁和区公安分局还在仁
和广场开展了“110宣传日”活动，通
过悬挂横幅标语、摆放展板、发放宣
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方式，就道路
交通安全、防范电信诈骗等进行了
集中宣传，并通过展示警用装备，让
辖区市民进一步了解公安机关的工
作，切身感受仁和公安的新作为、新
变化、新风貌。

区司法局党支部

被授予“汤洪林”党支部称号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近日，

仁和区司法局党支部被四川省司法
厅授予“汤洪林”党支部荣誉称号，
成为全市司法行政系统仅有的两个

“汤洪林”党支部之一。
近年来，仁和区司法局始终致

力于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载体
丰富、形式多样的理论讲授、体验教
育等形式，全面加强党员干部的理
想信念，铸就了优良的政治品质，全

面践行“忠诚、尚法、为民、担当”的
司法行政精神；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对不作为、慢作为等问
题进行大力整治，作风建设取得良
好成效；精准服务疫情防控工作，规
范把关疫情防控方面的法律审查，
全方位开展疫情志愿服务。以脱贫
攻坚为载体，向仁和区2568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发放“家庭法律服务明
白卡”，为帮扶群众提供法律咨询30
人次、代写法律文书15件。

本报讯（林林 记者 王南桢）
近日，记者从仁和区水利局获悉，
2020年，仁和区共实施15座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项目，目前项目主体工程
已全部完工。

据了解，仁和区部分水库因存在
年久失修等问题形成了一些病险水
库，无法发挥其防洪、供水等作用。
为确保全区水库安全运行，仁和区

2016年—2020年共争取到上级专项
财政资金1.08亿元，对区域内59座
病险水库开展除险加固工作。其中，
2020年共实施15座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项目，主要对病险水库进行大坝、
溢洪道、放水设施整治，完善观测管
理设施等，总投资2100万元。各项
工程于2020年4月陆续开工建设，截
至目前，已全部完成主体工程施工。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
通讯员 何光军）1月7日，仁和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园林绿化管理部门组
织开展了园林绿化管护知识专题培
训，提升相关人员的园林绿化管护
水平。

据了解，仁和建成区范围内现
有园林绿地近千余公顷，涉及乔木、
灌木、地被植物、水生植物等园林植
物种类 200 余种。近段时间以来，
部分公共绿地存在乔木过度修剪、
管护不规范等问题，为此，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组织开展了此次技术培
训，旨在提高小区物业以及绿化管
护公司绿化管护人员的业务能力和
技术水平。

培训过程中，专业技术人员以
现场示范授课的方式，从园林树木
修剪整形的概念、作用、修剪时期、方
法和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
解，教学结束后现场抽取部分学员开
展了实践操作。参加培训的人员纷
纷表示，培训受益匪浅，回去后将把
学到的技术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本报讯（李雯 记者 王南桢）
1月11日上午，务本乡对18户独居
老人进行入户走访，为他们送去了
棉被、保暖内衣等御寒物品。

当天早上，受强冷空气影响，务
本乡气温骤降。乡政府及乡民政办工

作人员对独居老人进行了入户走访，
给他们送上御寒的棉被、棉衣、保暖内
衣等，希望他们度过一个温暖的冬
天。独居老人李茂祥说:“感谢乡党
委、政府第一时间送来这些御寒物品，
虽然天气很冷，但我心里很温暖。”

本报讯（林林 记者 王南
桢 文/图）1 月 8 日，在同德镇双河
村石堆窝组，村民宁朝坤和家人早
早来到自家的豌豆地里采收鲜豆，
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宁朝坤笑着
说，今年她家种了20多亩豌豆，估计
能卖10多万元。这段时间，同德镇
的豌豆大量成熟上市，不仅丰富了

消费者的“菜篮子”，还鼓起了种植
户的“钱袋子”。

近年来，同德镇积极发展种植
业和养殖业，早春蔬菜种植规模逐
年扩大。2020 年，全镇共种植豌豆
10800亩，豌豆尖年产量约1000吨、
豌豆年产量近5000吨，年总产值达
3000余万元。

15座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项目主体完工

绿化修剪培训提升园林管护水平

务本乡

为18户独居老人送上御寒物品

豌豆上市，鼓起村民“钱袋子”

豌
豆
丰
收
，村
民
欢
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