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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黑恶犯罪 共建平安桂林

□本报记者 张苑

关键词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来，我市就吹响
了向黑恶势力宣战的“号角”。 2019 年是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的一年。

今年上半年，为积极营造我市平安稳定
的治安环境，全市政法战线各部门积极回应
群众关注关切，紧盯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和乱
点现象，以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重
点，稳步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据介绍，为配合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的
督导，今年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了新
一轮的高潮。市委、市政府站在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坚持主
动进攻，强力扫黑，铁腕除恶，迅速推进了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并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一个个黑恶势力团伙被打掉，
一批批黑恶势力头目被判刑，社会风气净化

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大提升。据统计，今
年二季度，我市扫黑除恶成效排名全区第
10 位。

“我们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最终目的是
还社会一片安宁，还百姓一片乐土。”市委
政法委相关人士介绍，下半年，我市要持续
在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上下功夫、见真
招、求实效，为配合今年 10 月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回头看”行动，全
市相关部门将全力整改督导反馈问题，全力
攻坚案件和线索，全力强化源头治理，紧盯
“保护伞”和“关系网”，还将针对全市旅
游、建筑、市场、文化、交通、金融等重点
行业、重点领域的乱象问题，把扫黑除恶专
项行动进行到底。

关键词二：社会公共安全网

社会公共安全是政法工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直接关乎百姓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记者从全市年中政法工作会议上
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以加强
综合基层建设为抓手，全面织牢
社会公共安全网。

今年上半年，我市不断完善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系统。强力
推进了“雪亮工程”(天网监控、
高空远程瞭望、车载巡逻、无人机

巡航、电子地图等监控信息的统称)
建设，抓住中央重点支持项目的契

机，初步建成县(市、区)“雪亮工程”
共享平台 17 个、乡镇共享平台 96 个、村

级共享平台 26 个；启动了“全市感知采集
设备翻番”建设行动，实现“雪亮工程”
“小天网”“微天网”高清探头并联入网
4533 个，全市高速路出入口、火车站与汽
车站等重点区域的 WIFI 、智能卡口、视频
监控已基本实现 50% 以上的覆盖率。

如今，走在桂林的大街小巷，除了随处
可见的警车穿行巡逻外，多数路口抬头就能
见到各类监控探头。这些“天眼”能够将街
面发生的任何警情实时传输回指挥中心，以
利于民警迅速出警处置，这无疑给百姓的生
活增添了越来越多的安全感。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针对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突出问题，今年下半
年，全市将重点依法严厉打击黄赌毒、黑拐
枪、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破大案、抓小案、
办好案、控发案，力争实现“逮捕打击提升
20%”“刑事治安警情下降 20%”的年度既定
指标。同时，还将继续深入推进网格化服务管
理和“雪亮工程”建设，探索完善自治、法治、
德治“三治融合”的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筑牢平安建设的根基。

关键词三：政法队伍建设

政法队伍是维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
人民安宁的重要保障力量。尤其是进入新时
期以来，社会矛盾的变化与社会实践的发展
对于政法队伍提出了新的时代性要求。对
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
议上明确了政法队伍建设的新要求，给予广
大政法干部极大鼓励与信心。

在我市，政法队伍建设一直被摆在重要
位置。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按照中央“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自治区全面
从严治警“五查五整顿”专项行动要求，并
结合桂林实际，在全市政法系统开展了“牢
记初心使命，忠诚守正担当”主题教育，旨
在“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通过一系列活
动的开展，全市政法队伍的凝聚力、行动力
不断加强，这为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面对目前我市政法队伍还存在的一些
问题，我市政法队伍建设还要下‘狠功
夫’。”市政法委相关人士介绍，今年下半
年，我市将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警“五查五
整顿”专项行动，开展“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警示教育行动，用好“活材料”，敲响
警示钟。此外，还将严格落实责任，强化政
法队伍建设，推进行政执法与公正司法有机
衔接，推动司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通过一系列的整顿和教育活
动，让我市政法队伍真正履行好维护国家政
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杨琳 韦晓)市民韦先生平
时喜欢小酌几杯，也喜欢四处寻觅好酒作为家中收藏。日
前，韦先生拎着 7 瓶“西凤酒”美滋滋地从七星法院执
行局办公室走出来。对于能在法院买到酒这种“稀罕
事”，韦先生表示：“挺新鲜也很激动！”

原来，韦先生买到的这几瓶酒是七星法院一起执行案
件中的扣押品。据该案的主办法官介绍，这是一起标的达
83 万余元的执行案件，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扣押并拍卖了
被执行人名下的一辆小汽车，法官在检查扣押车辆时，在
该车后备厢里发现了 7 瓶未拆封的西凤酒，经核实，该
酒属于被执行人名下财产。由于该案申请执行标的较大，
而被执行人名下所有的财产标的较小，对此，办案法官果
断作出了对这 7 瓶西凤酒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的决定。

此次拍卖引来了 1581 人围观，经过 5 次竞价，最终
以 2260 元价格拍出。买受人韦先生表示，自己是第一次
参与法院竞拍，当时在网上看到拍卖公告，就抱着试试的
心态竞拍，没想到经过 5 次竞价就把酒竞拍下来，于是
就有了开头喜提 7 瓶西凤酒的一幕。据悉，这也是自该
法院开通网络司法拍卖以来拍出的最小标的物。

七星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切实解决执行
难”的关键年，法院已经做好打赢这场硬仗的准备，对于
老赖绝不手软，绝不放过任何一条财产线索。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蒋淞宇)年过
六旬，本应在家中安享天伦之乐，但家住兴
安县湘漓镇的文某却因为涉嫌贩卖毒品而身
陷囹圄，而她的儿子文某伟也跟她一起“进
去”了。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兴安警
方对辖区内非法操纵经营黄赌毒的违法犯罪
行为实行零容忍，对各类涉黄赌毒案件进行摸
排侦查。2019年 6月，该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在
走访中得到一条线索，家住湘漓镇某村的文某
伟有贩卖毒品的嫌疑。不仅如此，文某伟的母
亲文某、妻子张某都涉嫌帮助其贩卖毒品。

了解信息后，办案民警开始对文某伟及

其家人展开调查。办案民警经过长达十几天
的调查，了解到文某伟及其妻子张某、母亲
文某确有贩卖毒品嫌疑。在固定证据后，警方
决定收网。6 月下旬的一天，兴安县公安局禁
毒大队联合溶江派出所、刑侦大队，组织警力
在文某伟家附近蹲守。

当天上午先后有 5 名男子出现在文某伟
家附近，他们都是先在门口站了几分钟，随

后与屋内人交流了一会就离开，却不知自己
的一举一动都在办案民警眼中。随后，民警
将 5 名男子挨个抓获。 5 名男子均承认，当
天去文某伟家中，就是购买毒品。

就在这时，民警发现，嫌疑人文某伟从
家中走出，看样子是打算外出。面对这一突
发情况，民警早有准备，了解到文某伟是去往
兴安县城方向后，民警兵分两路，一路追踪文

某伟，另一路继续留下蹲守。追踪民警在湘漓
桥头将文某伟抓获。同时，另一路民警进入文
某伟家中，将其妻张某、其母文某控制，并在
其家中找到净重 10 .76 克的冰毒疑似物。

讯问过程中，文某伟、张某、文某对自
己涉嫌贩毒一事始终予以否认。但在铁一般
的证据面前， 3 人无法抵赖。最终，文某
伟及其母亲文某因涉嫌贩卖毒品被依法刑事
拘留，张某由于几个月前生产小孩，正处于
哺乳期，作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其余 5 名
吸毒人员均被处以行政处罚。

今年 8 月，文某伟与文某已被批准逮
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扫黑除恶 进行时

兴安打掉一个“家庭式”贩毒团伙
本报讯（通讯员廖海雲 记者张苑）近日，兴安县人

民法院溶江法庭联合兴安县司法局、溶江司法所，组织
15 名社区服刑人员到溶江法庭参加庭审旁听活动，用这
样的方式对服刑人员上了一堂法治教育课。

当天开庭审理的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中原、被
告系朋友关系，被告向原告借款 7 万元，但却无正当理
由拒不返还本金及支付违约金。双方因债权债务发生纠
纷。在双方争执过程中，被告用三棱刺将原告左大腿捅
伤。被告因此被兴安县公安局行政拘留 5 日并处罚款 300
元。因被告伤人后拒绝赔偿相关损失，且不愿协商解决，
原告将其诉至法院。

在庭审过程中，庭长依法定程序主持庭审，并用简单
易懂的语言对程序及相关法律术语进行解释，庭下 15 名
社区服刑人员认真旁听，庭审现场秩序井然。

庭审结束后，庭长借此契机，延伸司法服务，向社区
服刑人员进行法治教育。他表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民间借贷日益活跃，由此引发的刑事犯罪成为影响社
会稳定的一大祸患。此次开庭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处于引发刑事案件的边缘。民间借贷纠纷
在日常生活中很普遍，时有发生。如果当事人处理不当，
采用违法手段进行追债或造成人身伤害，将会触犯刑法。

兴安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本次庭审通过以案释
法，让参加旁听的社区矫正人员能够提高法律意识，学法
知法用法，懂得遇事找法、依法维权。同时，希望服刑人
员珍惜宽松的社区矫正环境，服从管理，接受改造，争取
早日重新回归社会。”

聚焦全市年中政法工作会议
三大关键词：扫黑除恶 社会公共安全 政法队伍建设

七星法院拍出开展网拍以来

最小标的物

7 瓶美酒

拍得 2260 元

社区服刑人员

旁听庭审上法治课

日前，全市年中政法工

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分析

了上半年我市政法工作情

况，并对下半年全市政法工

作提出新举措、新要求。

一直以来，政法工作直

接关乎社会安定和谐和人民

群众安全感。记者从此次会

议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

我市政法战线各部门共同努

力，扎实推进平安桂林、法

治桂林建设，在提升人民群

众安全感上下功夫，各项工

作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

统计，全市第二季度群众安

全感达 96.99% 。

我市群众安全感的提升

关键在哪些方面？下一步全

市政法战线各部门又会有哪

些新举措？记者通过采访梳

理了此次全市年中政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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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

今年上半年，我
市以纵深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为重点，稳步
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
度。图为我市公安人员
向市民开展扫黑除恶宣
传活动。

记者张苑 摄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秦学）近日，由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及多名庭长组成的“民商事审判专家团
队”，走进桂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经开
区”)，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主题宣传和法律咨询服务。

当天的活动中，市中院相关人士向经开区的企业代表
通报了我市两级法院近年审理的有关服务营商环境的十大
典型案例，用“以案说法”的方式，提高企业的法律意识
和风险防范能力。之后，法官们还对企业进行“一对一”
的法律指导，企业就自身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疑问现场向法
官咨询，法官们逐一耐心进行解释。

据了解，经开区目前共有 3000 多家企业，为更好地
服务营商环境，今年 4 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经开区揭
牌成立了服务营商环境工作站。之后，市中院定期组织专
家团队深入工作站开展服务活动。专家们就企业在经营过
程中遇到的融资信贷、买卖交易、用人用工、知识产权等
问题进行专业解答，确保企业诉求得到精准指导。企业代
表们“足不出户”就能获得免费的司法服务，免去了前往
法院立案诉讼、寻找律师咨询法律问题的奔波。此外，在
日常情况下，当企业遇到突发紧急情况、需要立即协调涉
诉涉执行问题时，可以根据工作站联络卡上的联系方式，
随时与法院的联络员取得联系。

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为进一步
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我市两级法院主动发挥职能作用，找
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多措并举，全力为企业发展撑起
一片“法治蓝天”。

优化营商环境 提供精准服务

市中院“专家团队”

走进桂林经开区

现场“答疑”

今年上半年，我
市掀起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宣传动员高潮，各部
门各城区纷纷走向街
头、景区等地，公开征
集线索并开展宣传活
动。图为市纪委监委开
展扫黑除恶斗争监督执
纪问责工作宣传活动。

记者张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