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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阳文士 记者张苑）近日，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活动宣传队，分别深入该县平等、瓢里、龙脊
等镇开展扫黑除恶活动宣传，不断扩大宣传效果，努力营造扫黑除恶
浓厚氛围，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实效。

据介绍，该院选派 10 名干警分为两队，对扫黑除恶专项活动展
开宣传，在人流密集处设立宣传台，通过横幅、展板、宣传手册等方
式为群众讲解黑恶势力的种种危害，提高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认识，发动人民群众举报揭发“村霸”“乡霸”“行霸”、非法高利
放贷、非法占地等黑恶势力、黑恶势力保护伞等违法犯罪线索，确保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深入人心。

同时，该院宣传队还将“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与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宣传工作紧密结合，走进校园，向广大师生宣传与扫黑除恶斗争
相关的法律法规，揭露黑恶势力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依法严厉打击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动员广大师生积极检举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的诱惑，进一步增强
师生家长远离黑恶、预防犯罪的意识。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韦波）为深入推进消费市场扫黑除恶
工作，持续保持市场环境繁荣稳定、文明有序， 4 月 17 日，叠彩区
市场监管局组织辖区内农贸市场、批发市场负责人，以及商家代表，
参加扫黑除恶专题培训活动。

活动中，该局相关负责人讲解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关常识，
以及我市开展专项斗争的情况，并鼓励广大经营者积极举报线索，揭
发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欺诈宰客、不正当竞争，以及充当黑恶势力
“保护伞”的违法行为。

据介绍，近段时间以来，叠彩区市场监管局深入辖区内各经营单
位进行了走访排查，检查索证索票、食品进货查验制度、台账建立、
环境卫生等方面情况，对存在问题的经营企业责令立即整改。同时，
要求经营单位填写扫黑除恶摸底调查表，通过现场发放并张贴宣传资
料、电子屏混动播放标语等方式加强宣传，在辖区内形成浓厚氛围，
确保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王巍）为有效防治黑恶势力对学生、
学校的侵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在校学生涉黑涉恶
犯罪，日前，七星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公室主任黄菲走
进桂林技师学院，以“你离扫黑除恶有多远”为题，为近 1000 名学
生送去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扫黑除恶专题法治教育课。

“同学们，你们对黑恶势力了解有多少？作为未成年人的你们，
离‘扫黑除恶’又有多远呢？”一连串问题成功地引起了学生们的兴
趣。黄菲结合近年来发生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案例，从“黑恶势力
的概念”“未成年人参与的常见恶势力犯罪活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打击重点”“黑恶势力对青少年的危害”等方面，用浅显易懂的语
言为同学们讲解了扫黑除恶的含义、要求、打击重点以及如何远离黑
恶犯罪。并通过精心制作的 PPT 、视频及课堂互动等方式，增加学
生对法律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

该校老师表示：“检察机关的这次宣讲活动气氛热烈，广大师生
反响良好。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让大家唏嘘不已，受到了深刻的教
育。”

据了解，七星检察院下一步还将充分发挥工作职能，通过一系
列扫黑除恶进校园宣传工作，增强辖区内师生、家长远离黑恶、遵
纪守法的意识，牢固树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民参与、全民行动的
意识。

本报讯（通讯员彭田丰 记者张苑）为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依法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营造企业健康发展的法治环境，近日，灌阳县人
民检察院组织干警到该县境内多家企业开展了“进企业、送法律”活
动，将公益诉讼、扫黑除恶与法治宣传相融合，助推企业法治文化建
设，营造扫黑除恶舆论氛围，让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人心。

在活动中，民事行政检察科干警为使企业负责人和企业职工更易
于理解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职能，围绕宣传公益诉讼、护航民营经济这
一主题，改变以往民事行政检察宣传册采用汇编枯燥无味的法律条
文、晦涩难懂的法言法语的做法，运用典型案例和朴实语言，以及形
象生动的漫画形式制作新的民事行政检察宣传册，分别介绍了民事行
政检察职能、公益诉讼的重要意义，把法律法规内容融进形象化、艺
术化的漫画表现形式之中，通俗易懂、易于接受，获得企业职工一致
好评。

检察干警还走进车间，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的方式，向
企业职工宣传扫黑除恶打击重点以及有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法治知
识，同时，还向企业员工宣传该院的二维码、微博微信等公众平台，
邀请群众通过移动端详细了解该院在扫黑除恶斗争及其他履行法律监
督职能方面采取的措施和成效，引导和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支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鼓励他们积极举报身边涉黑涉恶线索。

龙胜法院成立

“扫黑除恶”活动宣传队

叠彩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扫黑除恶专题培训

净化消费市场环境

灌阳检察院：

扫黑除恶与法治宣传

融合推进

七星区检察院：

扫黑除恶专题

法治教育课进校园

□本报记者张苑 陈静

设立举报平台，深挖线索广泛排查

一个地方有没有黑恶势力，人民群众
最清楚。

收不到钱就打砸，并组织人员在市场
威胁摊贩…… 2018 年初，一个举报电话
反映一个涉黑恶团伙在兴安县界首镇老市
场敲诈勒索，在界首镇新市场强迫交易，
严重侵犯猪肉摊主及买猪肉群众的财产、
人身安全，被大家称为“肉霸”。针对这
一举报情况，兴安警方精密布网，全力出
击，该团伙 14 人先后落网。其中 7 人经
兴安县法院审理后认定为恶势力团伙，分
别因涉嫌强迫交易、敲诈勒索、非法持有
枪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 7 年 6 个月
至 15 年不等有期徒刑，并责令返还杨某
等 65 户摊主 43 万余元。至此，这个盘
踞在兴安界首市场的黑恶势力团伙覆灭。

因此，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
来，我市一直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
设立举报平台、建立线索摸排的工作机制
等多种形式，积极从群众中深挖线索、广
泛排查。

记者从市公安部门了解到，去年以
来，我市一直将线索摸排办理作为打击黑
恶犯罪的重中之重，建立《桂林市涉黑涉
恶线索摸排核查工作机制》和《桂林市涉
黑涉恶线索核查办理工作办法》，压实了
属地线索摸排核查责任及各成员单位线索
摸排责任；成立全市涉黑涉恶线索核查中
心，建立了线索移交办理、收集管理、线
索回访等线索办理机制，全面强化扫黑除
恶基础工作。接到线索后，各警种、各部
门立即行动，针对涉黑涉恶犯罪展开猛烈
攻势，快侦快破了一批涉黑恶案件。

据统计，截至目前，市扫黑办收到线
索举报 286 条，特别是通过群众举报，
核查出目前在侦的古某等人、李某勇等人
两起涉黑组织集团案件。

针对摸排掌握的各类线索，我市迅速

集中优势力量，主动投入实战，不留死
角，狠准稳地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推动
专项斗争取得实际战果，有力维护了全市
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多走访勤入户，让专项斗争家

喻户晓

“如果身边有这样的黑恶势力，请记
得拨打 XX 电话。”家住叠彩区胜利路的
黄艳花和汪长云是楼栋长和党员小组长。
自从铁路社区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他
们和其他楼栋长都忙碌开来，走街入户做
好宣传工作。

“除了张贴宣传画和发放宣传资料
等‘规定动作’，我们还自创了‘自选
动作’，群众反响不错。”汤丽萍是铁
路社区书记，对于扫黑除恶的宣传，她
颇有心得。她告诉记者，为了做好扫黑
除恶的宣传工作，铁路社区结合辖区实
际，将政策、做法、宣传警示等内容编
成通俗易懂、传播度高的顺口溜、三句
半等，并通过有奖问答、知识竞赛等方
式，进一步加深辖区居民对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认识。

自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市牢牢把握
专项斗争“人民”性，突出打好宣传工作
“全、新、实”组合拳，广泛发动群众参
与，最大限度提高专项斗争知晓率。通过
在大街小巷、道路两旁、车站码头等人员
密集场所，各村屯小区制作固定宣传广
告、悬挂横幅标语、张贴公告，利用单
位、酒店、药店、银行网点、旅游景点、
公交车、出租车 LED 屏滚动播放扫黑除
恶宣传标语，到各集镇开展扫黑除恶主题
宣传，做到社会宣传全覆盖；利用电视
台、报纸、电台等传统媒体和网易、腾
讯、桂林生活网及各单位微信公众号等新
媒体公布打击重点、举报电话、典型案例
及相关活动，做到媒体宣传全融合；开展
政法机关“问计于民·大走访”活动，不
分白天黑夜走村入户，广泛宣传并收集涉
黑涉恶线索，做到走访入户宣传“全天
候”。

宣传形式多样，山歌动画入脑

入心

“专项斗争需要你，黑恶线索来举
报。村霸市霸不能留，暴力威胁不能
容……”这是七星检察院利用唱山歌的形
式开展扫黑除恶宣传的场景。

“扫黑恶，净环境，得民心，顺民
意，扫黑除恶就是好，就是好！”近日，
一首“扫黑除恶”宣传顺口溜在叠彩区北
门街道铁路社区传播开来。

据悉，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
来，我市各政法部门、街道办、社区等创
新宣传形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并在宣传中突出
“新”字，切实增强宣传的吸引力和参与
度。创新建立村级党组织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信息员制度，明确村党组织组织委员担
任信息员，负责带头学习、宣传发动、线
索排查、信息报送等工作，夯实基层工作
基础；制作《可可小爱·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宣传片》，在全市户外 LED 屏、各单
位微信公众号进行推送，并在各大院线电
影播放时进行插播。鉴于群众易于关注案

件侦办等因素，我市政法部门赴黑恶犯
罪多发地区进行实地宣传，利用微信等
新自媒体发布在侦涉黑恶案件有关信
息，发动群众举报，敦促涉案人员投案
自首，目前已有 160 名涉黑恶犯罪嫌
疑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市政法各部门还开展“领导小组正
副组长与网民面对面”活动，实时回答
网友提问，号召广大网民群众提供线
索。同时，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分领域召
开座谈会，面对面征集线索。编印并发
放《桂林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会
八十问》、《扫黑除恶 桂林在行动》
等宣传资料，开展专项斗争应知应会考
试，让全市各企事业单位、行政单位及
医疗、金融、教育等行业从业人员熟知
了解中央部署要求，并征集线索。

“我们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最终目
的是为了还社会一片安宁，还百姓一片
乐土。”市政法委相关人士介绍，下一
步，我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还将进一步积
极发动，广泛宣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
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营
造浓厚的氛围，形成强大的声势，打一
场“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

发动群众齐参与 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发力

“专群结合扫黑除恶，共

建平安法治桂林”“欢迎拨打

扫黑除恶举报热线”……近段

时间，在桂林的大街小巷，随

处可见类似醒目的宣传语，而

市扫黑办以及各单位的举报电

话、邮箱等也通过各种途径公

开发布，让广大群众广泛知

晓。

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广泛

征集黑恶势力线索——— 这是我

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的一项重要举措。“扫黑除恶

不仅仅是政法部门的事。要激

发群众参与专项斗争的热情，

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喊打的浓厚

氛围和惩恶扬善的良好风尚。”

市委书记赵乐秦曾这样说。

一段时间以来，我市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持续发力，

积极畅通举报渠道、发动群众

广泛参与，让黑恶势力无处藏

身。 ▲近日，七星区检察院到学校开展扫
黑除恶法治教育宣传活动，向学生发放相
关宣传资料。 通讯员王巍 摄

▲东江街道羊角山社区和朝阳派出所联手在社区开展扫
黑除恶宣传活动。 记者陈静 摄

严惩黑恶犯罪 共建平安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