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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爽）6月 11日下午，中
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组一行在吴新雄
组长、杜万华副组长、华风总联络人的带领
下，实地参观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
性成果展，深入省扫黑办、省纪委监委、省
公安厅看望慰问一线干警和工作人员，督
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省委副书记、省长
刘宁，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晓，省委
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訚柏参加有关活动。

吴新雄指出，自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以来，青海省委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
署，精心组织，强力推动青海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成绩的取得，是党
中央英明决策、周密部署的结果，是省委坚
决贯彻、狠抓落实的结果，更是广大一线干
警辛勤奋战、无私奉献的结果。借此机会，
谨代表中央扫黑除恶第 18督导组，向奋战

在扫黑除恶一线的干警和工作人员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慰问！

吴新雄强调，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要进一步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
实提高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进一步强化党政主责，以更高的站位、更
有力的举措，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周密
部署、密切配合、强力攻坚，坚决打赢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大宣传和发动
力度，结合青海各地特点，综合运用传统
媒体和新媒体，通过多种语言和方式，积
极开展以案说法、以案释法，向广大群众
宣传扫黑除恶的政策、成果，使广大群众
切实感受到党委和政府扫黑除恶的坚定
决心，更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参与专项斗

争，打好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
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强化依法严惩，以核

查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问题
线索为重点，以开展“查办涉黑涉恶案件攻
坚行动”为突破口，切实加大线索摸排核查
力度，深入开展问题线索“大排查、大起底”，
集中力量破获一批影响大、震慑强的涉黑涉
恶案件。要紧盯校园贷、套路贷、“菜霸”“路
霸”和矿产开发、工程建设等领域的欺行霸
市以及“黄赌毒”、枪爆等突出违法犯罪问
题，进一步深挖彻查、重拳打击，持续发起对
黑恶势力的强大攻势。要坚持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法治思维，确保专项
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纪检监察机关要认
真落实“两个一律”“一案
三查”要求，进一步增强
与政法机关的协作配合，

切实加大深挖彻查“保护伞”和对党委政府、
职能部门履职尽责情况的监督及问责力度，
适时开展“打网破伞攻坚行动”，依法惩处一
批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及“保护伞”，不断推动

“打网破伞”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各级扫黑办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

使命意识、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对标中央
目标要求，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加大统筹
协调、督促督办力度，压实各成员单位责
任，推动各成员单位紧密协同、互动联动、
同向发力，切实增强线索摸排、查办案件、
打网破伞、打财断血的工作合力，确保专项
斗争取得更大成效，推动青海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强化党政主责 加大工作力度

推动青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雪萌）6 月 11 日，
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性成果展
暨主题宣传日活动在西宁中心广场开
展。中央扫黑除恶第 18督导组组长吴
新雄，副组长杜万华，总联络人华风，省
委副书记、省长刘宁，省委常委、西宁市
委书记王晓，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
记訚柏参加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的目的是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以及中
央扫黑除恶第 18 督导组督导工作要
求，充分展示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领
导下，全省各地有关部门坚持依法严惩

黑恶势力，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从
源头上遏制消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及进一步表明打击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的态度和决心。

活动现场，通过视频播放、图文展
示、案例解说、知识讲解，展出部分收缴
管制刀具、枪支等物品，并现场为群众
解惑答疑等形式，全面展示全省各部门
齐心协力，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营造全民知晓并积
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浓厚氛围。

此次活动共展出宣传展板 187 块、
横幅 52条，播放宣传片 10部，发放宣传
手册 2 万 7 千余份、宣传制品 3000 件；

部分涉案车辆 17 台，部分缉枪治爆收
缴枪支 261 支、管制刀具 80 把，部分涉
案毒品 15 公斤,涉案假车辆牌证 308
副。

参观成果展的市民表示，此次成果
展让大家更加全面深入认识了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看到了希望，
坚定了信心，作为普通市民群众一定会
动员身边的人积极支持和参与到这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

我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阶段性成果展暨主题宣传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魏爽）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精神，中央扫黑除恶第 18 督导组
于 6 月 1 日进驻青海省开展扫黑除恶
督导工作。11 日上午，中央扫黑除恶
第 18 督导组第 2 下沉组督导西宁市工
作汇报会召开。中央扫黑除恶第 18督
导组组长吴新雄、第 2下沉组组长邹立
华等督导组成员出席会议。省委常
委、西宁市委书记王晓代表西宁市委
市政府汇报西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情况。

吴新雄强调，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社会大局稳定
和社会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
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
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
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决
策，亲自推动，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
我们搞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中央扫
黑除恶督导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精神，
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
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
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这场攻坚战。西宁市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
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安排，
坚持边督边改，着力在宣传发动群众，
营造扫黑除恶强大声势上下功夫、求
实效 ;着力在重拳打击发生在百姓身
边的、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上下功夫、求实效 ;着力在

“打财断血”，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上 下 功 夫 、求 实 效 ; 着 力 在“ 打 伞 破
网”，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
伞”上下功夫、求实效 ;着力在标本兼
治，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健全齐抓
共管长效机制上下功夫、求实效。要
坚持法治思维，确保专项斗争始终在
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切实发挥省会首
府在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头雁
作用、引领作用、带动作用，以实实在
在的成效推动青海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向纵深发展。

邹立华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进行督导，是发现问题和解
决 问 题 的 利 器 ，是 抓 落 实 的 关 键 一
招。西宁市要切实把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实抓
好，充分认识开展督导工作的重要意
义，以督导压实政治责任、回应人民群
众期待、破解重点难点
问题，坚决夺取专项斗
争的全面胜利。要对
照目标任务，明确督导

工作的重点、方法和结果运用，坚决落
实督导工作各项安排部署。要坚持边
督边改，组织精干力量集中攻坚，发动
群众提供有效线索，深挖彻查黑恶势
力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加强
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建
设，确保专项斗争持续深入推进。

王晓简要汇报了全市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从思想认
识、推动落实、线索核查、打击惩处、“打
伞破网”、综合整治、组织建设、宣传发
动等 8个方面查摆剖析了问题，表示这
次中央督导既是对西宁政治站位、斗争
意志、工作实效的全方位大考，也是西
宁查找问题、补齐短板、改进工作的重
要机遇，将自觉接受督导、全力配合督
导、服务保障督导，在中央督导组的领
导下，全面落实交办事项，照单全收反
馈问题，严格标准质量，彻底整改到位，
进一步自觉对表对标，坚决立行立改，
深化打伞打财，强化基层基础，坚持为
民利民，从严问责追责，持续巩固提升
督导工作成果，高质量打赢全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交出一份“党中央放心，人
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西宁市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
政协、市两院，市委各部委、市直各机
关单位、市扫黑办等主要负责同志参
加。

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
第2下沉组督导西宁市工作汇报会召开

收缴的枪支弹药、假牌照、假驾驶证、涉案
车辆……6月 11日，走进西宁中心广场，市民们
直观地感受到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

当日，青海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性成
果展暨主题宣传日活动在西宁中心广场开
展。现场通过展示、讲解等手段多维度将我省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所取得的战果呈
现在群众面前，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观看。

在省公安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展示
区，缴获的枪支弹药整齐地排列在桌面上，看
到这些武器，市民十分震撼。

“我拍了照片和视频发到了家族群和朋友
圈，我告诉身边的人公安民警冒着生命危险保
卫着我们的安全，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平安生
活真的来之不易，要感谢人民警察。”市民张先
生说。

缴获枪支弹药展示台的一旁，停放的是海
北藏族自治州“3·20”涉黑专案的涉案车辆，群
众们还可以从一旁的展板上了解到案件的基
本情况。“真是大快人心！”市民们拍手称赞。

“就这起案件，不仅有犯罪嫌疑人，还有
涉案的公职人员，说明这个团伙很庞大，这些
人早该抓起来。”刘先生说，“在中心广场每个
展区看过之后，深刻地感受到我省扫黑除恶
成果非常大，这对于净化社会环境，加强综合
治 理 起 到 了 很 大 的 作 用 ，让 我 们 有 了 安 全
感。”

现场，还有全省各市州公安局、检察院、法
院集中展出了办案成果，并制作了单页、宣传
册等宣传扫黑除恶重点整治范围和重点打击
对象。

市民费女士说，“这样的成果展示让我们
吃下了定心丸，觉得有政府撑腰，我们就有勇
气和这些恶势力进行斗争，我们都要参与进
来，共同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出一份力。”

据了解，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在省委省政府、公安部的坚强领导和有力部署
下，青海省公安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精心组织，扎实推进扫黑除恶工
作，截至目前，我省已依法侦办涉黑案件 5 起、
恶势力集团案件 14起、恶势力团伙案件 35起，
查获涉案资产 3.4 亿余元。侦办九类涉恶案件
629 起，刑拘 1226 人。移送涉案公职人员和村
干部 60 人，其中 21 人被纪委监委查实查处。
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大局稳定，巩固了基层政权,
净化了政治社会环境，受到了公安部通报表
扬。5月 24日，省公安厅“3·20”扫黑除恶专案
组被公安部荣记集体一等功。

市民点赞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

让我们有了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