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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扫黑

全媒体记者 赵 勇 通讯员 姚文武

打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4个、恶势力

犯罪集团 9个、恶势力犯罪团伙 6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 280人，查封扣押涉案

资产折合人民币约 4.09亿元。

2018 年、2019 年综合绩效连续两年居

全市第一，2020年上半年居全市第二。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动各类违法犯罪

发案率创新低。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方城县公

安局按照“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

的总要求，高标站位，周密部署，强力推进，

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现任方城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孙宏如。多年来，他始

终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恪

尽职守，勇于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

1975年出生的孙宏如自 1997年参加公

安工作以来，就在刑警大队技术中队从事现

场勘查工作。学医出身的他心思细腻，性格

沉稳，思路清晰。从警多年来，他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干练的工

作能力，多次受到上级部门表彰，先后荣获

“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8次、个人

嘉奖两次，三次被评为全市“优秀人民警

察”，并被评为全市“百优政法干警”、“全县

优秀共产党员”。

摧毁涉黑组织犯罪团伙

都知道干刑侦苦，蹲点守候摸爬滚打，

风里来雨里去，还时常面临危险，可孙宏如

却无所畏惧。这种无畏与坚毅背后是已经

融于血肉的英雄本色，是一代代公安民警铸

就的忠诚警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孙宏如凭借

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丰富的办案经验，被选拔

到扫黑除恶专业队负责主要工作。对侦办

的每一起案件，孙宏如都高标站位，严格要

求，带领扫黑队同志们收集梳理证据、审核

证据材料、制定侦查方案。他牵头侦办的多

起涉黑涉恶犯罪案件，被公安部、省公安厅

评选为精品案件。

2011年，以庞某某、王某某为主要负责

人的方城县三和公司，以公司化运营方式，

组织开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放贷和暴

力讨债等业务，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骗取

贷款 10亿余元。其间，该组织采取殴打、非

法拘禁、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

法侵入住宅等违法犯罪手段，作案 25起，致

使有的群众被打伤、有的家庭债台高筑、有

的家庭房产财产被霸占，有的甚至举家躲

债，有家不能回，严重侵害了群众权益，严重

破坏了群众的生活秩序和经济社会秩序，严

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各部门的密

切配合下，孙宏如作为专案组主力，力排该

犯罪团伙隐匿证据、蛊惑集资受害人妨害作

证等因素，于 2018年成功侦破了当时方城

县乃至南阳市有史以来涉及人员最多、涉及

金额最大、判刑最重的涉黑组织犯罪案件。

同时，专案组将侦办案件过程中发现的黑恶

腐败问题和“保护伞”线索向纪委监委移交，

最终有 2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理。

打掉横行乡里恶势力组织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危难面前，孙宏如选择逆流而上；万家灯火，

孙宏如选择用自己的负重前行照亮岁月静

好。作为一名公安民警，他深知自己肩上的

责任和担子有多重！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孙宏

如更加忙碌了，他带领专案组积极摸排线

索，常常是吃住在单位，一两个月也回不了

一次家。

方城县袁店回族乡某村村民此前因犯

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采取贿

选等手段于 2011 年当选为村主任，利用

恶名和家族势力，全面把持村、组权力，

大搞优亲厚友、一言堂，伪造虚假证明使

其儿子入党，让村支书让位，由其儿子接

任村支书。在此基础上，以其父子等人为

核心，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形成黑社会性

质组织。该组织通过把控群众自治组织

权力、赌场高利放贷、插手经济纠纷、

控制烟站粮站欺行霸市、强揽生意等手段

聚敛钱财。

孙宏如带领专案组成员，经过艰辛努

力，最终依法铲除了这一危害乡邻的涉恶犯

罪团伙。

破获系列侵犯影视著作权案

2019 年春节档电影放映期间，有关部

门在工作中发现，备案在方城某影城的

GDC服务器曾外流高清盗版影片。此情况

引起了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关注。2019年
3月 5日下午，河南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指

示，将该系列侵权案涉及方城线索交由方城

县公安局办理。接到侦办命令后，方城县公

安局党委高度重视，连夜组织召开部署会，

并抽调刑侦、治安等警种部门精干力量，于

当晚成立方城“2·15”专案组，迅速展开案件

侦破工作。

专案组通过海量的数据分析和研判，最

终确定了山东莒县王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将其成功抓获。在审讯阶段，孙宏如仔细

研究案件，设置审讯提纲，经突审，王某某供

述了其大肆制作盗版电影并销售给全国

160家点播影院的犯罪事实。专案组根据

王某某供述，又立即赶赴全国多地将多名涉

案嫌疑人悉数抓获归案。

“2·15”系列侵犯影视著作权案的成功

告破，极大震慑了侵犯影视著作权违法犯

罪，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态

度和能力。2019年 4月 29日，公安部在扬

州举行高规格新闻发布会，向中外媒体通报

了公安机关成功侦破“2·15”系列侵犯影视

著作权案，“2·15”系列侵犯影视著作权案被

评为全国精品案例。

每起案件的成功侦破，既震慑了犯罪，

也得到了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认可，锻炼

了队伍，提升了能力，打出了声威，树立了信

心，积累了经验。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孙宏如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以服务人民为己任、视人民如

父母。他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

答应不答应”“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作

为判断和衡量自己工作的根本标准。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

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正如电视剧《便衣警察》主题曲中所唱的那

样，刑警的工作不论白天黑夜，枕戈仗剑待

出击，不论雪雨风霜，永不言败求全胜，运

筹帷幄织法网。孙宏如在风霜雪雨中奋

进，将青春和热血献给了挚爱的公安事业，

践行了一名人民警察的铮铮誓言，无愧于

头顶金灿灿的警徽。他默默无闻，打击犯

罪，披肝沥胆，用自己的一腔热血续写着刑

警生涯的闪光岁月。②5

风 霜 雪 雨 搏 激 流
——记方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孙宏如

孙宏如正在摸排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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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林清波

卧龙区司法局以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为统揽，精准聚焦群众法律服务

需求，积极构建“全员覆盖、智慧高效、

均等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充分

发挥司法行政各项职能，努力提升司法

行政的工作实战水平，不断增强群众对

公共法律服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夯实服务平台

高标准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该局严格按照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外

观及室内标识规范》 要求新建成 300
平方米的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于

2019 年 10 月份投入使用。同时依托

各基层司法所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 18 个，依托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逐

步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形成了

自上而下、协调联动的公共法律服务

网络。

积极培育司法行政领域社会组

织，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法律服

务，建立完善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和服

务方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

局面。

做实服务手段

强化普法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法

治氛围。在国家宪法日、国际档案日、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等重大节点及扫黑除

恶、法治扶贫等重点时期开展专题法治

宣传系列活动，利用法治宣传读物及物

品、宣传车、村广播、微博、微信等多形式

多渠道，全面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丰富律师法律援助活动，营造良好

的法治秩序。构建线上线下互通平

台。完善“点援制”，变律师被动指派

为受援人自主选择律师，完善便民措

施，推行上门服务、预约服务、流动服

务和网上便民服务，不断提升服务群

众整体效能。

注重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提升人民

调解规范化水平。完善人民调解组织

网络体系，积极开展矛盾纠纷化解，认

真开展民间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和黑恶

势力摸排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据

统计，近年来，调解矛盾纠纷 1056件，

调解率达 100%，调成率 96%。

抓实服务延伸

以座谈、讨论、授课、辩论等方

式，组织区律师开展法律援助、经验

交流、律所合作、服务企业、培训教

育，不断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及执

业律师的法律素养和办案能力。今

年以来，开展各类培训共计 10 次，参

加活动的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达 50
余人次。

为 复 工 复 产 提 供 有 效 法 律 服

务。针对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债务偿

还、资金周转、扩大融资等困难，提供有

针对性的法律服务。选派有经验的律

师深入贫困村开展法治扶贫，为贫困村

提供各类法律咨询 32件，化解矛盾纠

纷 16起，开展法治宣传 38场次。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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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牛凌

云）日前，唐河县检察院广泛

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珍

爱粮食、光盘行动”主题教育

活动，眼下，文明用餐、节俭用

餐在该院已蔚然成风。

该院通过局域网、唐河检

察官方微信、短信、短视频、在

餐厅张贴宣传语等多种手段，

组织专题讲、大家谈、小讨论，

强化干警文明节俭“光盘行动

从我做起”饮食观念。班子成

员带领全体干警在“拒绝舌尖

上的浪费从我做起”签名墙上

签名承诺。机关食堂实行“自

助打餐 +分餐”相结合，引导

干警“吃多少打多少，打多少

吃多少”，按需取菜、小份多

次，帮助干警养成不剩饭的好

习惯。建立制止餐饮浪费的

监督机制，监督查处浪费行

为。②5

“光盘行动”引领新“食”尚

本报讯 （通讯员刘亚南 魏旭倩）

宛城区人民法院为展现“分段执行”集

约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效，切实解决

执行难问题“最后一公里”的财产变现

难题，精心组织了“迎双节网拍专场”

活动。活动从 9 月 15 日开始，在一个

月时间内携百套房产开启司法网拍专

场活动。

9 月 22 日 14 点，首场“司法拍卖

推介+强制腾房现场”直播活动，在淘

宝平台“阿里拍卖官方直播平台”正式

开播，全面展现了宛城区法院规范执

行、阳光执行的执行铁军风采。

本次直播专场由市中级法院统一

部署并监督实施，由宛城区法院联合

淘宝平台阿里拍卖官方直播团队、河

南拍拍金服有限公司，在“宛城法院司

法辅助事务管理云平台”倾力协助之

下，通过各类新媒体平台进行现场直

播，全方位展示人民法院执行铁军的

精神风貌，推介网络司法拍卖工作流

程。

直播过程中，财产处置团队执行法

官谢海峰、陆月手把手教网友如何参与

司法拍卖竞买，并对司法拍卖中的问题

进行解疑答惑，并深入介绍了宛城区法

院“分段执行”集约化管理体制改革后

的显著成效。

此次宛城区法院携百套优质房产，

开启“迎双节网拍专场”活动，和淘宝平

台合作进行直播活动，旨在通过执行财

产处置的全流程直播推介，提高网拍成

交率及溢价率，最大限度保护相关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截至直播结束，宛城区法院“迎

双节网拍专场”浏览量达 40 万人次，

200 余万网友点赞，已有 7 套法拍房、

1 辆法拍车和 1 宗股权成交，成交额

已达 9877292 元。“迎双节网拍专场”

活动将持续至 10 月 15 日，敬请大家

继续关注。②5

司法拍卖 正式开播

本报讯 （通讯员方 宣）

近日，方城县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李某某等 23人涉黑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 5
月被告人李某某曾因参加黑

社 会 性 质 组 织 罪 被 判 刑 。

2010年刑满释放后李某某不

思悔改，伙同他人在方城县

开发“中盛家园”商住小区获

取一定的经济利益，随即在

该小区设立固定的办公场所

和私人会所，从事非法发放

高利贷业务，并拉拢腐蚀国

家工作人员形成强势地位，

牟取非法利益，逐步形成了

以李某某、李某原为组织领

导者，彭某、张某、杜某某、李

某柱、程某等人为积极参加

者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

告人家属等社会各界人士

100 余人旁听了庭审。由于

该案涉案人员众多，案情复

杂，法院将择日宣判。②5

公开审理 23 人涉黑案

本报讯 （特约记者汪宇堂 通讯

员黄 楠）近日，市检察院政治部举办

“南阳检察机关宣传工作研修培训”，

全市两级检察院宣传骨干、部分院分

管宣传工作领导、市院宣传处全体干

警共 4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课程涉及新媒体实际操

作技巧、写作技巧、意识形态指导、网络

舆情应对技巧等内容。受邀讲课的几

位宣传战线能手给学员们送上了一份

实用且精彩的真经，他们围绕检察宣传

工作的特殊要求，进行了认真准备，融入

“检察元素”，直奔主题，干货满满。②5

研修培训

法治动态

本报讯 （通讯员晓 宇

若 河）近日，内乡县检察

院、县森林公安局在案发地

公开宣告一起不起诉决定，

增强了村民们保护野生动物

的意识。

今年 2月 8日，该县马山

口镇朱庙村村民张某、李某、

朱某 3人预谋后，在该村小雨

沟山坡耕地边设置电网，经 3
天守候，猎杀一只野兔后分

食。事后，朱某向公安机关投

案，如实供述自己非法狩猎的

犯罪事实。7月 15日，森林公

安机关以张某等 3 人涉嫌非

法狩猎罪，移送县检察院审查

起诉。

内乡县检察院认为，内乡

县规定全县境内均为禁猎区，

张某 3 人虽然只猎杀一只野

兔，但已经触碰法律红线，其

行为已经涉嫌犯罪，应当受到

法律制裁，但其主动自首，且

犯罪情节轻微，根据《刑诉法》

相关规定，决定对张某等 3人
不起诉。②5

以 案 释 法 敲 警 钟

法治一线

服务企业
本报讯 （通讯员王晶雅）近日，西

峡县法院邀请 23家企业的法人及企

业代表开展面对面交流，听取企业对

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交流中，大家对西峡法院依法公

正审执涉企案件、维护经济秩序、保障

企业发展所做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和

感谢，并对法院进一步开展好涉企审

判执行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大局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②5

本报讯 （通讯员张振丽）近日，

南召县人民法院对躲避逃债、消极

对抗法院执行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在认真研究部署的基础上，多次集

中警力突袭抓“老赖”，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

焦某在南召县法院作为被执行

人的案件有多件，前不久，该院执

行局接申请人提供线索，在南召县

汽车站附近多次发现焦某。执行局

立即调派数名干警，从 7 月 18 日起

着便衣，每天轮流蹲点排查守候。

天气酷热难耐，执行干警一直顶着

如火骄阳，忍受着闷热和枯燥，隐

匿在汽车站附近，蹲守一个月后，

终 于 发 现 焦 某 出 现 ， 当 场 将 其 控

制。然而被执行人焦某态度消极，

始终拒不履行。鉴于焦某仍然抗拒

执行，法院决定对其实施司法拘留。

司法拘留期间，焦某觉察到了问

题的严重性，负隅顽抗之意渐渐消

减，表示同意筹措资金履行部分案

款。焦某陆续联系了其所涉几起案件

的几位申请人就还款事宜进行了协

商。最终，焦某在南召县法院作为被

执行人的 8 起执行案件得以成功执

结，执行到位案款 51万元，切实保障

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②5

坚守一月 结案 8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