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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安篇

2019 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各项工作部署，按

照市公安局党委“3+2”工作布局，围

绕“深挖根治”阶段性目标，守牢扫

黑除恶第一要务，持续强化宣传发

动、线索核查、案件攻坚、摧基打伞，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发展、

纵深开展。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大力支持，广大

群众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全市公安

机关在主阵地发挥主力军作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明显成效，扫

黑除恶综合绩效全省领先。截至目

前，全市公安机关共打掉黑社会性

质犯罪组织 6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26
个、恶势力犯罪团伙 22个，抓获 493
人，同比上升 33.24%；破案 475起，同

比上升 7.2%，查扣黑恶势力涉案资

产 5.5亿元。

黑恶势力闻风丧胆，不敢越“雷

池”一步，以往公开“亮队”、街头聚

众打架、持械聚众闹事现象绝迹，高

利放贷、暴力讨债、强揽工程、经营

“黄赌毒”、“沙霸”、“菜霸”等黑恶势

力明显减少；慑于扫黑除恶的强大

攻势，89 名黑恶犯罪嫌疑人和黑恶

逃犯投案自首。以扫黑除恶为引

领，全市命案发案数同比下降 25%、

盗抢骗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 10%，社

会治安环境进一步好转。打掉了在

房产开发、二手车交易市场、工程建

设、非法融资放贷等 20余个黑恶犯

罪团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市公安局党委把专项斗争作为

第一要务，副市长、公安局长戚绍斌

严格履行公安机关“一把手”第一责

任，先后 5次召开市局党委会研究扫

黑除恶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形成了

环环相扣的责任链。市县两级公安

机关抽调派驻公安机关纪检组、刑

侦、法制部门业务骨干，成立扫黑

办。按照“市局不少于 60人、邓州市

不少于 30 人、各县局不少于 20 人、

市局各直属派出所不少于 10人”的

标准，充实扫黑除恶专业力量，全市

476 名专职扫黑民警奋战在扫黑除

恶战线上，警力数全省第一。

加大精准“画像”宣传力度，形

成了强大的宣传声势。市公安局扫

黑办牵头，组织全市 11个县市公安

局、17个直属派出所制作 2.5万多块

黑恶案例展板，在全市城乡集市等

人员密集场所同时展出。市局扫黑

办积极建议，把宣传纳入“走村入户

进店访企”专项行动中，由民警面对

面向群众宣传扫黑除恶相关知识。

今年共收到群众举报黑恶线索 1075
条，“搭车”举报现象明显减少，精

准举报率大幅度提升。通过对群众

举报线索核查，打掉涉黑犯罪组织

3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14个，团伙

11个，侦破涉恶案件 86起，侦破其

他刑事案件 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97人，积极回应了群众关切。

市公安局扫黑办成立线索审核

专班，把线索核查作为扫黑除恶工

作的支撑点和突破口，出台线索审

核专班绩效考评办法，对各地上报

的线索核查报告逐条严格审核把

关，尤其是对中央督导组督办线

索、公安部和省厅督转线索，市局

扫黑办 6 个专业队落实分包机制，

并多次召开推进会、座谈会、培训

会，实行“日通报、日调度”机

制，有效提高了线索核查质效。

坚持“有黑扫黑、有恶除恶、

有乱治乱”，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

势。落实分级侦办责任制，坚持

“市级扫黑、县级除恶”，对重大疑

难案件实行提级管辖、异地用警、

异地羁押、挂牌督办等措施，确保

打深打透、一网打尽。先后 3次开

展“雷霆”收网行动，抓获涉黑涉

恶 犯 罪 嫌 疑 人 238 名 ， 破 案 121
起，扣押涉案资产 349 万元。持续

开展集中追逃专项行动，共抓获黑

恶逃犯 366名。

积极协调各成员单位，画好同

心圆、打好组合拳。共向市纪委监

委移交黑恶“保护伞”线索 55条，

查处黑恶势力“保护伞”27个，对

重大疑难案件，主动邀请市检法机

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会商

法律适用，严把黑恶案件证据关、

程序关、法律适用关，市宣传、国

土、环保、住建、交通、卫生、市

场监管、城管等成员单位向市公安

机关移交通报黑恶线索 55条，通过

市扫黑办移交线索 66条，同比增加

70%。

下半年，全市公安机关将持续

高质量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

大对治安复杂的城乡接合部、矿区

景点、娱乐场所、车站码头等治安

乱点的滚动摸排，深挖每一起黑恶

案件幕后“关系网”、“保护伞”，

把打击锋芒和重点向“套路贷”、

“校园贷”、“暴力传销”、“网络赌

博”等新兴非法产业和非法采砂、三

农发展领域延伸拓展。

深挖根治 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全市公安机关认真贯彻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深挖根治”年度目标，聚焦“十个

重点领域”，紧盯重大和隐藏蛰伏黑恶势力不放，紧盯涉黑涉恶“保护伞”不放，紧盯黑恶势力
经济基础不放，在深化打击、深挖幕后、依法严惩、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上取得新成效、新突
破。

自 2018年 1月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始至今，一年多来，无数基层

民警夜以继日奋战在一线。他们高

悬利剑，令犯罪分子闻风丧胆；他

们荡涤黑恶，让百姓拍手称快。打

击犯罪、捍卫正义是他们的神圣职

责，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是他们的

信念所在。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多位扫黑

除恶一线民警。

难忘颤抖的双手

7月 23日，在市城区一处专案

组办公点，李警官眼圈乌黑，看起

来非常疲惫。

李警官坦言，因为专案，又熬

了几宿。尽管一再表明能撑得住，

但采访的过程中，李警官明显“卡

顿”，很多案件的时间节点，他都

要回过头和同事确认，而当天下

午，李警官还有工作要处理。

“为民保平安，怎么去保？就

是铲除老百姓身边深恶痛绝的黑恶

势力。”李警官正了正身子。在不

久前侦办的一起涉黑案件时，让他

印象深刻。他们几经辗转联系到一

名涉黑案件的被害人，连着五天给

被害人打电话，询问线索。结果每次

被害人均告知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提

供。无奈他和同事三人，在被害人家

门口蹲守，就这样一直等到晚上 11
点多，被害人才不得不打开门面房

的卷帘门，再三确认四周无人之后，

将门锁死。当着李警官的面，被害人

失声痛哭，将自己被黑恶势力打击

报复的情况，告诉了李警官。

“等到需要她在照片中指认嫌

疑人的时候，问题又来了。”此时

李警官他们才发现，被害人浑身直

打哆嗦，颤抖的双手怎么也伸不出

来。虽然最终经过李警官他们的反

复工作，被害人当场指认出嫌疑人。

被害人对涉黑团伙的恐惧，更是坚

定了李警官们打击黑恶势力的坚定

信心。

不放弃每条线索和证据

作为市公安局扫黑队伍的老资

格，史警官根据多年打

黑经验发现，涉黑涉恶

团伙为逃避打击，从过去打打杀杀

的暴力犯罪，开始演化成恐吓、围

堵等更为隐蔽的软暴力犯罪，从明

抢明夺到成立公司洗白犯罪所得，

警方想固定涉黑涉恶团伙的犯罪证

据，要比过去多费很多力气。

“ 打 黑 队 伍 是 公 安 的 一 支 利

剑，用好这把剑，得动脑。”史警

官曾多次请一名涉黑案中的被害人

吃饭，动员这位被害人作证。史警

官安排民警多次给被害人亲属作工

作，对方都不愿意提供被害人的联

系方式，“他们不信警方能把这伙

犯罪嫌疑人抓了。”史警官说，警

方多次通过中间人传话也得不到回

复。每一名被害人的笔录，都是固

定涉黑团伙的犯罪证据。可南阳这

么大，怎么找？

史警官说，他们通过多种渠道

辗转拿到了一名被害人的电话，也

知道被害人大

致 住 在 哪

一片，但不敢

直接打电话，

担心被害人一

听民警找上门

就拒绝见面并

再 次 搬 家 。

“想来想去怎

么办？我们给

被害人请到白

河 边 的 大 排

档，只吃饭不谈案。”史警官感

慨。即使如此，面对民警，被害人

依然顾虑重重，直到民警调出一张

主犯被抓的图片给被害人看，被害

人才终于敞开心扉。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局

扫黑部门每天都会对我市发生的案

件进行梳理，对涉及暴力犯罪、敲

诈勒索等和涉黑涉恶案件相关的线

索进行二次研判。“涉黑涉恶案件

被害人会出于恐惧不愿报案。有的

案件，实际被害人要多于报案的受

害人。坐等被害人报案，会错过一

些涉黑涉恶案件线索。”史警官说。

被家人拉黑的电话

对家人的愧疚，是采访中记者

听到民警最多的抱歉话语。“被媳妇

‘拉黑’电话，列入微信黑明单。”说到

这里，杨警官满是无奈。自从全市扫

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杨警官的

“家”便安在了专案办公点。他和他

的同事们，一周四五天的时间，不是

在办案，就是在办案的路上。

这几乎是全市扫黑除恶专项行

动民警的常态。一起涉黑涉恶案

件，涉及的案件从十几起到上百起

不等，涉及数十人乃至上百人，每

一起案件，从收集足够的证据到实

施抓捕，动辄就要侦办数月甚至一

年。其中的艰辛，只有他们知道。

金 色 盾 牌 热 血 铸 就
——扫黑除恶一线的民警故事

方城关某某等人涉黑第一案
犯罪嫌疑人关某某，于 2008年采取贿选等手段当选方城县袁店

回族乡某村村委委员，2011年 11月当选为村主任。此后利用其手中

的权力大搞优亲厚友、一言堂，为多名亲属违规办理低保，为与其有

利益关系、不符合危房改造的村民违规办理报批手续。为获取非法

经济利益，关某某以其儿子关某、关某乙为核心，纠集社会闲散人员，

通过把控群众自治组织权力、实施高利放贷、插手经济纠纷、欺行霸

市、强揽生意等手段聚敛钱财，攫取经济利益，经济实力逐步壮大。

该组织在方城县城区及周边乡镇实施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妨害公

务、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破坏社

会生活、经济秩序。

2017年 12月 5日，方城县公安局接到实名举报，抽调民警成立专

案组全面展开调查。作出一审判决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专案组全体

民警披星戴月，夜以继日，放弃周末和节假日，克服重重困难，使得案

件得以顺利诉讼。目前，该案 23名涉案人员（其中一审判决 16人，另

案处理 7人）已全部到案，扣押、冻结现金 44.5万余元，查封房产 5套，

扣押车辆 2辆，查处涉黑保护伞 1名。

2018年 10月 23日，方城县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以涉黑犯罪等罪

名判处关某某有期徒刑 20年，关某有期徒刑 19年，其他参与人员分

别判处 12年至 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同年 12月 30日，市中级法

院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该案做出终审裁定。

此案是 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机关成功

侦办的第一起一审以涉黑作出判决的案件，有力震慑了犯罪，为继续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新高潮打响了第一枪。

方城摧毁庞某某等人涉黑犯罪集团
2011年至 2014年，犯罪嫌疑人庞某某先后在方城注册成立多家

公司，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息放贷等业务，非法获取利益。为

了追逃债务，庞某某指使王某某吸收“劳改释放”及社会闲散人员为

公司索要欠债，形成人数较多、组织严密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他

们有组织地多次实施非法拘禁犯罪 10起、寻衅滋事 10起、强迫交易

和非法侵宅各 2起、故意伤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吸收公众存款

2295人 10.27亿元）、骗取贷款罪等违法犯罪 20余起。

方城县公安局从群众举报线索入手，对庞某某涉黑犯罪组织开

展秘密侦查，查明部分犯罪事实后，抽调县局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

市局扫黑办接到方城县公安局的汇报后，迅速派出扫黑业务骨干参与

和指导办案，2018年 2月 1日展开集中抓捕行动，一举抓获涉案犯罪嫌

疑人 20名。之后，专案组展开了紧张的审讯和调查取证工作，根据专

案进展情况，方城县公安局于 2月 11日以庞某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立案侦查。专案组在侦办此案过程中，严格落实

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发现

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线索，主动及时向纪委监委机关移交，深挖犯罪

组织背后的“保护伞”，共向市纪委监委移交“保护伞”线索 7条。

2018年 12月 27日，方城县法院以涉黑犯罪等 7项罪名判处庞某

某有期徒刑 25年，对其他 19名犯罪嫌疑人判处 1年至 24年不等的有

期徒刑。今年 3月 14日，市中级法院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该案做

出终审裁定。

唐河打掉宁某等人涉黑犯罪组织
2009年以来，以宁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房屋建设、

开设沙场、插手民间纠纷等方面，通过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

采矿、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从而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聚敛大量钱

财。先后有组织地实施寻衅滋事违法犯罪行为 10起、非法拘禁 1起，

在源潭街及周边乡村为非作歹、残害群众、称霸一方。为获取经济利

益，该组织又先后实施敲诈勒索 5起、强迫交易 3起、非法采矿 1起。

由于该团伙所涉案件都较为隐蔽，且大多时间跨度大、取证困

难。为查清该犯罪团伙所有犯罪事实，唐河县公安局成立的专案组

一方面在主要案发地唐河县源潭镇广泛宣传，让群众看到公安机关

打击黑恶犯罪的决心，提高群众举报积极性；一方面对该县近十年来

的报警记录进行查询，对查询到的相关案件重新查证落实；第三是对

已知受害人、知情人逐人走访，想尽一切办法打消其顾虑，取得第一

手材料。办理之初，专案组树立了查清犯罪事实，同时摧毁其经济基

础的办案思路，查明该团伙违法所得 200余万元，依法扣押、冻结涉案

资金 93万元，彻底摧毁了该团伙的经济基础。

2018年 4月 2日晚，该局组织百余名民警对犯罪嫌疑人宁某等人

实施抓捕，抓获全部涉案人员 15人，无一漏网。

2018年 4月 23日，唐河县公安局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对该案立案侦查。2018年 12月 28日，唐河县法院以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相关个罪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今年 2
月 26日，市中级法院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该案做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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