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8月2日讯 (记
者 李怀磊 实习生 孟
祥美) 8月2日上午，聊城市
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会
上，聊城市委政法委副书
记、市扫黑办宣传组组长吕
淑华介绍了全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相关情况。记者从
会上了解到，目前聊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

截至目前，备受关注的
冠县吴学占涉黑案件已经
顺利审结，该团伙15名被告
人分别被判处25年至2年8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牛传真
恶势力团伙案已二审终结，
牛传真被判处有期徒刑14
年，该恶势力团伙的其他成
员分别判处5年6个月至2年
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另
有一批涉黑涉恶线索正在
依法核查办理之中。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聊
城市委、市政府对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高度重视，市

委先后两次召开常委会，专
题听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情况汇报，研究解决有关问
题。市委书记徐景颜同志、
市长宋军继同志多次开展
调研、作出批示指示，对开
展专项斗争提出明确要求。
2月份以来，全市先后组织
召开了高规格的动员会、推
进会，对这项工作作出部
署。市委成立了由市级领导
同志任组长，市直30个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制定下发了《聊城市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工 作 方
案》，为打好专项斗争攻坚
战提供了组织保障。市委政
法委、市纪委、市公安局等
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全
市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办公
室，建立健全了定期通报、
会商研判、督导问责等联动
机制。市扫黑办组成7个督
导组，采取明察暗访相结合
方式，每月对各县(市区)、市

属开发区和市直单位进行
督导检查，推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迅速展开。

同时进一步深挖“保护
伞”。进一步完善政法机关
和纪检监察机关问题线索
快速移送、反馈机制，确保
侦办涉黑涉恶案件与打击

“保护伞”同步进行。对重大
复杂涉黑案件“保护伞”线

索，采取上提一级、挂牌督
办办法，依法依规查处。

市扫黑办欢迎社会各
界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踊跃举报涉
黑涉恶线索。聊城的扫黑除
恶 举 报 电 话 是 ：0 6 3 5 -
7170928。对于举报的线索，政
法机关将严格保密，一经查
实，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

“吴学占涉黑案”审结、“牛传真恶势力团伙案”已二审终结……

全全市市扫扫黑黑除除恶恶斗斗争争取取得得阶阶段段性性成成效效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情况。

深深入入推推进进扫扫黑黑除除恶恶，，全全市市在在行行动动
本报记者 李怀磊 实习生 孟祥美

2日上午，在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介绍新闻发布会上，聊城市纪委常委、
市监委委员张云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清章，市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祁卫东，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
察长邢文革，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韩明忠，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市普法办主任吕佩军分别就本系统、本
部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情况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

聊城市纪委监委：

36人涉当恶势力

“保护伞”被处分

聊城市纪委常委、市监
委委员张云生介绍，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纪检
监察机关把扫黑除恶作为监
督执纪监察工作重点，与反
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相结
合，同部署、同安排、同落实。

纪检监察机向社会公
开举报渠道，鼓励群众检举
揭发；与政法机关建立了涉
黑涉恶线索双向移送机制，
实现线索共享，同步侦办；
对2016年以来纪检监察机
关查处的问题线索逐件排
查，对政法机关侦办的涉黑
涉恶案件逐案过筛，不放过
一个可疑线索等。

截至目前，全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共初步核实问题
线索115起，立案64起，查结
44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2
人；其中涉及“保护伞”问题
22起，处分36人，移送司法
机关4人。

聊城市委组织部：

劝导460人退出

村委换届选举

聊城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刘清章介绍，工作部署以
来，按照涉黑涉恶渗透严
重、班子不团结、为民服务
能力弱、村级事务管理混乱
等十种软弱涣散类型，全市
倒排确定169个党组织软弱
涣散村，逐村制定整顿方
案，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
限，集中突破、销号管理。对
摸排出的无合适支部书记
人选或人选不胜任履职要
求的38个村，从省市县三级

机关选派优秀党员干部到
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在村和城市社区“两
委”换届选举中，严格把好
人选政治关、能力关、法纪
关、廉洁关、口碑关。建立候
选人资格条件县乡联审制
度，坚决将不符合条件的人
选排除在外，全市共有971
人被取消村级党组织成员
候选人资格，共劝导460人
退出村委员会换届选举。全
市共打击各类干扰破坏换
届选举的违纪违法行为17
起，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确
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聊城市法院：

确保打赢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攻坚战

聊城市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祁卫东介绍，在团队
建设上，市法院选取政治素
质高、审判业务精、作风过
硬的员额法官组成审判团
队负责扫黑除恶案件审理
工作，确保办案质量。同时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严格执行

“三项规程”，严格落实罪刑
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
等法律原则和制度，切实把
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及法
律适用关。

目前，已对牛传真强迫
交易、寻衅滋事、故意伤害、
非法拘禁、非法持有枪支、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开设赌
场案和吴学占等15人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等犯罪案进行了公开宣判。

聊城市检察院：

从重从快严惩

黑恶势力犯罪

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邢文革介绍，全市
检察机关均成立由检察长
任组长、分管副检察长任副
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
员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建立起工作专班，
不断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推向深入。

在工作中，注重协调配
合联动。同时成立办理涉黑
涉恶案件团队。全面承担涉
黑涉恶案件办理，通过跟进
指导、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等方式，坚持快捕快诉，依
法从严从快打击。

全市检察机关在下一
步扫黑除恶专项工作上将
突出打击重点，注重打早打
小。在保证依法办案和案件
质量的前提下，做到依法快
捕快诉，确保不在检察环节
贻误战机。同时主动摸排线
索，深挖黑恶犯罪。紧紧抓
住办理案件这个中心，聚焦
涉黑涉恶突出的重点地区、
行业、领域，在办案中积极
捕捉涉黑恶犯罪案件线索，
坚决一查到底。

聊城市公安局：

已接到群众举报

黑恶势力线索187条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韩明忠介绍，全市公安
机关围绕方案制定11类打
击重点，结合全市实际，聚
焦农村基层、民生领域、建
筑领域及非法放贷，对各类
黑恶霸痞势力保持凌厉攻
势。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形
成良好斗争氛围。结合《聊
城市黑恶霸痞违法犯罪举
报奖励办法》，市县两级公
安机关均向社会公布了举
报电话、邮箱。截至目前，共
接到群众举报线索187条。

最近，经过三个多月的

缜密侦查，高唐县公安局打
掉了以陈某某为首的“套路
贷”犯罪团伙，破获刑事案
件4起，抓获团伙成员5名。
目前该5人因涉嫌敲诈勒索
被依法逮捕。

记者了解到，市公安局
公布的扫黑除恶举报方式
为 ：2 4 小 时 举 报 电 话
8682216，工作时间举报电
话 7 1 7 0 9 2 8 ，举报邮箱：
l csdhb@163 .com，邮寄地
址：聊城市东昌府区昌润路
96号刑侦支队8003。

聊城市司法局：

摸排涉黑涉恶线索

强化特殊人群管控

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市
普法办主任吕佩军介绍，作
为律师行业主管机关，市司
法局特别注重发挥律师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突
出作用。引导律师依法履行
辩护代理职责，同时加强对
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的监督指导。充分发挥司
法行政机关监管职能，指导
全市律师事务所建立健全
律师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的
登记、报告、保密、集体讨
论、档案管理等制度。成立
了“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律师
辩 护 代 理 业 务 指 导 委 员
会”，加强对律师办理案件
的业务指导。

下一步，市司法局将充
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
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加大扫黑除恶宣传力度，深
入摸排涉黑涉恶线索，强化
特殊人群管控，积极组织律
师参与黑恶势力案件辩护
代理，力争把每起案件办成
铁案，经得起法律、时间和
人民的检验。

7月16日，聊城大学美术学院
“与美同行”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们来
到了东昌府区沙镇齐楼村的小学，
举办了“欢乐童年，共享皮影”主题
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表演了皮影
戏《西游记》、《龟兔赛跑》等孩子们
熟悉的童话故事。志愿者和小朋友
通过制作皮影，感受着皮影表演带
来的乐趣，使他们对皮影戏有了进
一步的理解。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
同学们的课余生活，让同学们充分
了解皮影文化，并传承给孩子们，让
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进程中不断进
步、发扬光大。 (李军)

共共享享皮皮影影

近日，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
游学院志愿者来到聊城市人民公园
举办了“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全民健
身从我做起”暑假社会实践活动。指
倡导市民做到每天参加一次以上的
体育健身活动，从而全面提高国民
体质和健康水平。志愿者与市民一
起健身并询问市民对健身的原因、
健身的作用等相关问题的看法。志
愿者进行重点讲解并与市民一起发
出坚持健身的号召。此次活动的成
功举办，不仅有利于增进市民对健
身知识的了解，而且有利于吸引更
多的更多的人参与健身，提高好国
民素质。 (柴冰洁 武志彦)

全全民民健健身身

聊城交通推出微信“公路客运
购票”服务，使购票方式更加便捷。
为了实地了解汽车站微信购汽车票
的情况，7月16日上午，聊城大学商
学院社会实践队前往聊城市汽车站
进行实地调研。通过扫描大厅墙面
的二维码就能购买前往该地的火车
票，十分快捷。队员们通过工作人员
了解到，微信购票功能的推出极大
减轻了售票窗口的工作量，效率大
大提高。据队员们观察，微信购票的
人群多为青年人，老年人较少，服务
全体旅客的机制有待健全。(圣凯悦)

微微信信购购票票更更便便捷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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