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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扎实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

坚决铲除滋生涉黑恶问题土壤
平安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前
提。荡涤黑恶，方可伸张社会正义；守护平
安，群众才能舒心安宁。常态化扫黑除恶工
作开展以来，重庆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
想，认真落实全国扫黑办部署要求，聚焦“十
件实事”，实施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责任
化落实，坚持依法严惩，深化行业整治，持续
发力、攻坚克难，以有黑必扫、除恶务尽的坚
定决心，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
有力维护全市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
宁、网络安靖。
截至目前，全市共侦办涉黑涉恶组织 54
个，抓获涉黑涉恶逃犯 21 人，起诉涉黑恶案件
36 件 178 人，
一审判决涉黑恶案件 19 件 62 人。

高强度打击
坚持依法严惩 挤压犯罪空间
“他们终于栽了，该遭！”前不久，当盘踞
在重庆西部槽谷近 20 年，分别以李某、舒某为
首的两个组织被警方以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
一举打掉的消息传来，当地居民拍手叫好，直
称“大快人心”。
紧接着，赵某等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被立案侦查，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董某、
陈某被抓获。
平安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础的
发展环境。今年以来，重庆市紧盯扫黑除恶
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始终把群众反映最
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作为打击重点，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穷
追猛打的高压态势，向全社会释放持续打、常
态打的强烈信号，打击声势不退，打击力度不
减，以更大力度推进依法严惩，挤压黑恶势力
滋生空间。
“我们将对线索真查深查，加大线索核查
力度，特别是对重点线索，由市扫黑办挂牌督
办、领导包案，及时回应群众关切。”重庆市扫
黑办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线索核查是扫
黑除恶常态化工作的“基石”，必须当成基础
性工程来抓。
在线索核查环节，全市建立健全涉黑涉
恶线索摸排工作机制，制定并实施《涉黑涉恶
线索工作规范》，有效发挥市级公安举报平
台、12315 投诉热线、12328 交通监督热线等平
台作用，加大有奖举报力度，广泛发动群众举
报，拓宽线索摸排范围，加大摸排力度，对各
行业领域涉黑涉恶线索开展全方位排查，做
到全覆盖、无死角。截至目前，全市公安机关
共接收线索 601 条，
查结 496 条，
核查具有犯罪
嫌疑 110 条，
相关犯罪线索已立案侦办。
9 月 9 日晚，重庆市公安局启动夏夜治安
巡查宣防第三次集中统一行动，紧密结合中
秋节假期治安特点，联合海事、渔政、城市管
理等多部门，全面铺开大巡逻、大清查、大整
治，党政警民齐上阵，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到安
全就在身边。这只是公安机关开展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的其中一幕。重庆紧盯
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坚持打早
打小，挤压黑恶势力犯罪空间，对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欺行霸市、组织卖淫等
违法犯罪打源头、打团伙，依法深挖严打隐藏
蛰伏、蠢蠢欲动的涉黑涉恶犯罪，严防由乱生

重庆市交通局在交通运输领域深化行业
整治，
整治
，
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资料图
资料图）
）

5 月 24 日，
重庆市委政法委举办第四期政法讲坛（
《反有组织犯罪法》专题讲坛）
（资料图）
监管。
“全市将坚持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依法
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集中打击
一批行业领域黑恶违法犯罪，整治解决一批
群众反映强烈的乱象，完善一批行业监管制
度机制，坚决铲除由乱生恶、由恶生黑的土
壤。”谈到下一步整治，该负责人的回答掷地
有声。

高标准督导
强化整改落实 促进长效常治
日前，重庆公安机关经过 11 个月的不懈
努力，彻底打掉两个长期垄断控制某区县水
泥及河砂行业的涉黑恶组织。该案已经由检
察机关提起公诉。当地水泥和河砂行业恢复
正常秩序。由于这两个犯罪集团涉及矿产资
源、工程建筑、河道航运等多个领域违法犯
9 月 9 日至 11 日，重庆市公安局启动夏夜治安巡查宣防第三次集中统一行动，检查场所 1.8
罪，专案组严格落实“一案一整治”要求，针对
万余个，
查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408 名（资料图）
专案侦办中发现的两个犯罪集团暴露出的问
恶、恶变黑。
当地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
题，先后向某区县多个部门发送《公安提示
据介绍，在案件办理环节，重庆始终坚持
活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提起董某恶势
函》10 余份。
“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
力 犯 罪 集 团 ，受 到 过 迫 害 的 车 主 们 深 恶 痛
该案其实是重庆在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
不凑数”，严格依法办案，严守定罪量刑标准， 绝。董某、李某等人被依法查办后，法院分别
中通过发出“三书一函”落实行业主管部门责
既不拔高凑数，也不降格处理，确保扫黑除恶
进行了判处，还当地一个正常的生产生活秩
任，
及时排查风险隐患的生动缩影。
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序。
9 月 19 日，重庆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
为确保办案高质高效，办案单位还会强
“前方有车辆冲卡，注意拦截！”日前，一
办公室印发的《重庆市扫黑除恶斗争“一案一
化案件会商、提前介入、办案协作、案件评查、
辆非法营运还超载的小车在涪陵区新妙收费
整治”工作办法》的通知中提到，办案单位需
挂牌督办等机制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涉黑
站冲卡准备逆行逃离时被成功拦截查处。非
加强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衔接，注重
涉恶案件领导包案、提级办理、分级指导等工
法营运一直是交通运输领域久治不愈的重症
采用“三书一函”形式提出意见建议，即监察
作机制，严把案件办理质量关。同时结合《反
顽疾。今年以来，重庆市交通局联合公安机
机关采用《监察建议书》、检察机关采用《检察
有组织犯罪法》学习宣传贯彻，常态化组织开
关、城市管理等部门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 建议书》、审判机关采用《司法建议书》、公安
展执法司法业务培训，提升办案能力水平。 共查处非法营运 3600 余件，
将 300 余台违法从
机关采用《公安提示函》，并及时督促、催办
今年以来，各级办案单位组织专题会商 80 余
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车辆纳入监管名单，禁止
“三书一函”的整改落实。目前，全市已经发
次，
市扫黑办挂牌督办重点案件 3 件。
驶入高速公路，
有力维护了群众出行安全。
出“三书一函”111 份，整改反馈 109 份，按期整
“必须把源头治理作为扫黑除恶的治本
改反馈率 100%。
高标准推进
之策，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彻底铲除黑恶势
常态化、制度化是关键。重庆还坚持“边
深化行业整治 铲除滋生土壤 力滋生土壤。”重庆市扫黑办相关负责人告诉 打边治边建”，市扫黑办及各区县、各成员单
记者，在持续巩固信息网络、自然资源、交通
位围绕常态化扫黑除恶建章立制 130 余份，制
激浊扬清斩黑恶，清风正气护平安。常
运输、工程建设领域整治成效基础上，目前， 定出台扫黑除恶协作配合工作机制、河道非
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既要严厉打击，也要
全市正在教育、金融放贷、市场流通等重点领
法采砂刑事案件移送程序规定等长效机制，
乘势而上，打深打透。重点行业领域整治，也
域接续开展整治。整治总体实施方案和分方
及时堵塞制度漏洞，提升问题隐患源头防范
是常态化扫黑除恶的重要战场。今年以来， 案已经印发，市级层面和行业部门正在统分
能力，确保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有力、有序、
重庆持续深化 2021 年四大行业领域整治，高
结合、条块联动、协同推进。
有效开展。
标准推进整治进度，提高信息网络领域整
以刘某为首的非法销售宫颈癌疫苗犯罪
“来重庆做生意有一年多了，感觉很安
治强度，加大自然资源领域整治力度，拓
链条被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沙坪坝区公安
全，
我已经爱上了重庆！”
宽交通运输领域整治广度，强化工程建
分局一举斩断；一条非法收购、销售医保骗保
“我晚上出去散步看到有巡逻的人在，心
设领域整治深度，形成行业共治合力， 药品的链条被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功打
里觉得踏实！”
聚焦行业乱象抓整治，确保整治工作
掉；医师谭某伪造医学文书被卫生行政部门
……
取得预期成效。据统计，截至目前，今
查处……雷霆之势，乘胜追击！全市各行业
这是记者在街上随机采访时听到的群众
年共查处信息网络、自然资源、交通
主管部门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
心声。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
运输、工程建设领域各类违规违法案
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法治为纲， 扫黑除恶，顺应了民心，彰显了正义，守护了
件 1.8 万余件。
剑不入鞘、鞭不离手，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民利！
近日，公安部“拔钉行动”的境内二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必须深挖根
当下的重庆，社会治安不断向好，人民群
类目标聂某在重庆被抓获，涉案 2500 余
治，才能及时回应群众的满心期待！”该负责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一幅风
万元的电信诈骗“水房”团伙被重庆警方
人介绍，根据方案部署，教育领域将严厉打击
清气正、河清海晏的幸福民生画卷正在巴渝
一网打尽。据介绍，自从夏季治安打击整
利用未成年学生实施黑恶犯罪、校园霸凌等
大地徐徐展开……
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重庆警方重点打击
违法犯罪行为，持续开展校园及周边社会治
“扫黑除恶任重道远！我们将坚决贯彻落
整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百姓
安综合治理，防止黑恶势力侵扰校园、侵害学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勇于担
“钱袋子”，
保护群众财产安全。
生；金融放贷领域将强化打击“套路贷”、非法
当、
发力攻坚，
坚决完成好今年
‘十件实事’
，
向
董某为获取经济利益，纠集李某等人组
放贷、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整治互
全社会释放‘扫黑除恶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
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在董某的组织、策
联网信贷业务乱象；市场流通领域将进一步
号，
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取得更大成效！
”
该负
划、指挥下，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多次实施寻
打击欺行霸市、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持
责人铿锵有力地表示。
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 他们在
续加强农贸市场、汽车交易市场等重点地区
记者 杨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