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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上午，湛江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成果展在湛江国际会展中心广场开
幕。此次展出通过图文汇集、播放视频、
实物展出、派发资料等方式，多维度全景
展示我市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
得的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展示
党委政府坚决依法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的决心和能力。（5月14日《湛江日报》）

5月13日至19日，湛江市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成果展在湛江国际会展中心广场
举行，有参观人员评价道，“这既是一次成
果展，更是一次文化展，给前来参观的社
会各界干部群众上了一堂鲜活的教育
课”。在笔者看来，这次成果展更是一次

“创新展”，展会主办方在宣传载体上进行
了一次大创新，一改过往展会的旧模样，
VR体验吸毒后幻觉、泥塑还原抓捕现场、
漫画长廊一图看懂等创新模式，真正起到
了看得懂、记得住、入了心的效果，营造了
全民参与扫黑除恶的浓厚氛围。

过去办展，不外乎展板围绕会场、视

频滚动播放、宣传单张派发、工作人员宣
讲等模式，顶多在微信上发个推送、做个
直播。类似的宣传载体，说教的味道浓，
互动的环节少，往往是靠着群众个人领悟
和兴趣爱好来保证展会效果。类似的展
览，群众看得多了，便不觉那么新鲜，宣传
效果也就打了折扣。而这次办展，当真让
笔者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第一大亮点，是扫黑除恶宣传有了
“文化味”。在文化展区，由我市书法家涂
乃光创作的长达23米的书法墙，书写了全
民动员坚决打击黑恶势力的决心。《扫黑

除恶抓捕情景》泥塑，由吴川艺人董建国
提前一周到展馆现场创作而成，真实还原
了警员突击追捕疑犯的场景。长长的书
法墙、逼真的泥塑人，不仅让这个成果展
透出浓浓文化味，更是进一步放大了文化
艺术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中的作用，
是湛江文艺界用实实在在的举动，做到了

“为时代明德”。
另一个亮点，是这次展会增添了许多

“现场感”。大家都当过学生，相比起古板
说教，相信更多人会喜欢寓教于乐的教学
模式。怎样才能在展会宣传中做到“寓教

于乐”呢？这次扫黑除恶成果展给出了答
案——现场感。展会现场不仅用实物还
原了制毒工场，展出各类毒品样品、吸毒
工具，还通过模型为观众讲解不同吸毒方
式对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影响，观众甚至
可戴上VR眼镜体验虚拟的吸毒现场，真
切感受吸毒后的不良反应。这些“现场
感”的提升，也是互动交流的提升。无论
是模型讲解，还是VR体验，工作人员与参
观群众都有了更多有趣的交流，摆脱了

“说教”模式，宣传更有魅力。
这次成果展的创新中，还有一点很

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接地气”。展会
设有扫黑除恶主题漫画墙，将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行为漫画化，生动形象，一目了
然。相比起传统的文字照片，漫画这种
模式往往更吸引老百姓特别是老年人和
年轻人的眼球。老年人喜欢看图说话，
年轻人喜欢一图读懂，这些改变，都是朝
着更注重宣传效果的务实方向，是一次
很好的创新变化。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廉江
市坚决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以最高的
站位、最强的部署、最严的要求、最实的作
风，迅速在全市掀起一轮轰轰烈烈的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全市上下攻坚克难，重拳
出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推向深入并
取得初步的成效。

截至今年3月底，廉江市共打掉涉恶
团伙14个，立涉恶类刑事案件400宗，破
获涉恶类刑事案件351宗，刑拘犯罪嫌疑
人617名，逮捕犯罪嫌疑人455名，查封、
冻结、扣押涉案资产933.4万元。

高位推进 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一是强化组织，全面发动。廉江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迅速把思想统一
到中央、省、湛江市的决策部署上来，及时
动员部署，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廉江成立了由市委
书记林海武为组长，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
为副组长，各成员单位“一把手”为成员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该市
各镇（街道）各成员单位也纷纷成立了由
党政“一把手”挂帅的扫黑除恶领导机构，
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能高位推动。建
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专项斗争规范
化常态化长效化。

二是强化保障，全力推进。该市多措
并举，全力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顺利推
进。首先是资金保障方面。市财政共拨付
扫黑除恶专项资金547.6万元，全力助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其次是力量保障。从各
单位抽调15名业务骨干集中到市扫黑除
恶办集中办公，统筹协调全市的专项工作，
极大提高了“指挥部”的战斗能力。最后是
装备保障。2018年度廉江投入约900万
元用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特购置2
台价值377万元的防爆特警装甲车，为扫
黑除恶、反恐处突再添“利器”。

三是强化督导，确保实效。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该市四套班子领导定期带队到
相关镇（街道）、单位开展调研指导工作，
并第一时间落实了“逐级谈话”督导工作，
有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各项工作
落实到位。同时，去年9月初该市成立了
由5名市领导牵头组成的5个督导组开展
督导，今年4月24日再次派出督导组，对
各镇（街道）、各成员单位存在问题进行及
时指导整改，全面加强对该市21个镇（街
道）、市直单位的全覆盖督导。

四是强化包案，攻坚克难。该市印
发《关于党政领导挂案督办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重点案件或问题的通知》，由市委
书记、市长等7位市领导分挂不同案件。
目前，7位市领导挂案督办的7宗具体案
件均已办结。

全力出击 重拳扫黑除恶治乱

廉江市聚焦“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
恶治乱”，全力出击，对黑恶势力发起凌厉

攻势。专项斗争开展至今年3月31日，廉
江市共打掉涉恶团伙14个，立涉恶类刑事
案件400宗，破获涉恶类刑事案件351宗，
刑拘犯罪嫌疑人617名，逮捕犯罪嫌疑人
455名，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933.4
万元。

案件一：2018年2月23日，该市打掉
一个罗某等人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犯
罪团伙，带破刑事案件3宗。该局专案组
在没有目击证人指认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下，多部门联动，扩线侦查，综合运用多种
侦查手段，逐步掌握了涉案人员的基本情
况和关系。在抓捕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
下，罗某团伙又逃窜到茂名市某KTV参
与聚众斗殴。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负罪潜
逃，专案组决定提前行动，对该团伙实施
抓捕。

案件二：2018年3月13日，该市打
掉陈某等人非法采矿团伙及许秋武等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团伙。打掉非法采矿
点和购销非法砂石点各2个，刑拘犯罪嫌
疑人22人，查扣非法抽砂船、铲车、拉砂车
等作案工具一批。去年2月19日，接到匿
名群众举报：反映有人非法抽砂。该市公
安机关立即对该情况进行摸排、核实。目
前，该案共有11人被执行逮捕，11人被取
保候审，一人被释放。该案件深挖扩线和
余犯追逃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

案件三：2018年8月26日，该市打掉
高某等人涉嫌强迫交易犯罪团伙。犯罪
嫌疑人贝某开始在廉江市经营花生油生
意，其从某公司购买花生油和菜籽油到租
住处，之后与其妻子两入共同经营，将菜
籽油勾兑到花生油内，再叫其工人将“花
生油”拉到该市各个经营档口，以软暴力
方式威胁恐吓档主高价购买其“花生油”，
档主因担心不妥协会遭砸档报复，高价购
买“花生油”。

值得一提的是，该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成员单位进一步加大对行业违法乱象
整治力度，重点整治非法采砂、违法建设、
网箱养殖、环境污染等方面问题。开展专
项斗争以来，廉江市社会治安持续好转，
社会乱象明显减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威慑力、影响力不断增强。

利剑高悬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在推进扫黑除恶过程中，廉江市深挖
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和“关系网”，把握
工作重点，把扫黑除恶工作与基层反腐
败、加强基层治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成效。据悉，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中，该市纪委监委立涉黑涉
恶问题案16宗16人，立“保护伞”案件4
宗 4人，结案7宗，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
人，约谈单位负责人32人。如该市纪检监
察机关通过专案研判，深入分析，主动介
入调查，深挖出某村支部委员温某包庇本
村村民开设制贩假烟丝窝点，组织他人暴
力妨碍执法的问题线索，目前已对温某立
案调查。又如，根据公安机关打掉非法采
砂犯罪团伙，该市纪检监察机关立即安排
专人配合湛江市纪委监委介入调查，迅速
查实廉江市公安局某检查站站长马某（副
科级）、廉江市公安局某水库派出所所长
庞某某（副科级）利用职务便利收受砂场
老板贿赂充当其“保护伞”的问题。目前，
马某、庞某某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马某、庞某某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据统计，廉江全市共排查2017
名村“两委”干部、3925名村民小组长是否
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整治软弱涣散基
层党支部31个，建立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储备人选队伍782人，撤换6名不合格的
村（社区）党支部书记。针对基层干部违
法违纪问题屡禁不止等实际问题，该市多
措并举，对症施治，打造21个党风廉政建
设示范点和12个好村风好家风示范点，建

设石城镇军屯村廉政文化主题公园、廉江
廉政教育展厅。特别是在廉江市城北公
园建设占地50亩的大型廉政文化教育基
地“清风园”，开展“微党课”下基层活动82
次，对23个机关单位、6个镇（街道）、21个
村（社区）和21个村（居）民小组进行专项
整治，对各镇（街道）纪（工）委和派驻纪检
组开展扫黑除恶逐级谈话提醒80人次，切
实提高基层干部防腐能力，铲除黑恶势力
及“保护伞”等腐败滋生的土壤，营造良好
的政治生态。

声势浩大 掀起专项斗争宣传热潮

在廉江，该市各部门、各镇（街）按照
市委统一部署，各方联动，紧密配合，在全
市范围掀起扫黑除恶强大宣传攻势。对
全市21个镇（街道）391条村（居）委会进
村入户宣传发动工作。去年5月8日该市
在湛江地区率先举办声势浩大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誓师大会，21个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市直单位、驻廉单位“一把
手”、村（居）委会书记及政法干警共1100
余人参加了誓师活动，并组织50多辆扫黑
除恶宣传警车在市区主要街道进行巡游
宣传，向广大市民展现扫黑除恶决战决胜
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制作扫黑除恶专题
宣传片在电视、微信、影视院等平台轮番
推播。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宣传，目前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基本实现了家喻户晓
全方位覆盖，初步形成了“黑恶势力，人人
喊打”的良好舆论氛围。据统计，从2018
年9月份至今，廉江全市新增印发《黑恶分
子人人喊打，黑恶犯罪人人举报》倡议书、
宣传单61万张，宣传小册子25万份，张贴
（粉刷）宣传标语、悬挂横幅、制作宣传专
栏、设置宣传牌一批，出动宣传车1300车
次，放映宣传短片1036场。强大宣传攻
势，向广大市民展现廉江市扫黑除恶决战
决胜的信心和决心。

本报讯（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湛公宣）
2018年，湛江警方聚焦群众关切点，深入
开展线索摸排，精准研判打击，成功捣毁一
跨国组织卖淫的地下团伙。

小卡片牵出卖淫团伙

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市公
安局高站位部署，高标准落实，本着“有黑
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工作原则，在
重拳整治黑恶犯罪同时，对群众反映强烈、
举报线索集中的“黄、赌、毒”类违法犯罪开
展集中排查整治。2018年初，市公安局霞
山分局治安大队民警在日常巡查中发现，
辖区内多家宾馆被人频繁通过塞招嫖小卡
片的方式介绍卖淫。专案组民警经过长期
走访调查，对卡片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研
判，逐步梳理出一个以越南籍女子陈某越
为首的涉嫌派卡招嫖团伙架构，掌握了其
活动规律、犯罪手段等信息和证据。

涉黄报警数断崖式下降

为预防风声走漏，团伙中的犯罪分子
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他们独立完成陈某越
交代的工作任务。甚至，团队中的失足妇
女也并不认识陈某越，她们都是通过聊天
软件联系的。办案民警通过走访调查、跟
踪摸排、串并案等方式侦查了一段时间后，
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收网。2018年6月5
日21时，专案组民警分为9个小组进行抓
捕。凌晨二点开始，专案组成功收网并固
定证据。次日早上七点，该团伙组织者陈
某越及周某泉到案。至此，一个跨国组织
卖淫团伙被彻底摧毁。

获悉该团伙被判刑后，周边群众纷
纷拍手称快。社会环境变得更清净了，
安全感更强了，是不少群众的直观感
受。数据显示，目前涉黄报警数对比打
击前呈现断崖式下降。湛江警方将持续
发力，紧盯涉黄线索，绝不允许辖区内涉
黄违法犯罪死灰复燃，同时呼吁广大群
众积极向警方提供线索，共同维护平安
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5月14日上午，廉江市城南街道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组织志愿者，深入
新江社区开展了“禁毒知识进社区”宣传活
动。活动提高了辖区居民识毒、防毒、拒毒
能力，调动了广大群众参与禁毒斗争的积
极性。 （李亚强 廉公宣）

●5月14日上午，廉江市河唇镇禁毒
办社工利用医院下乡义诊的时机，走进莲
塘口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活动共发放禁毒
宣传资料150余份。 （李亚强 廉公宣）

●5月13日，遂溪县遂城四小组织600
多名学生到县图书馆参观该县相关部门组
织的禁毒巡展。通过活动，全校师生进一
步了解“吸毒一口，掉入虎口”的道理，增强
了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为维护学校教育、
教学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曹龙彬 刘文广）

●5月14日上午，雷州市英利镇党委
政府组织镇干部职工、派出所、交警中队、
交管所等单位及镇区中小学师生共 1300
余人在该镇主要路段开展三项测评、扫黑
除恶、禁毒宣传活动，提升全镇群众安全
感、政法工作满意度和平安湛江创建知晓
率，深化平安湛江建设。此次宣传活动共
派发扫黑除恶宣传单、三项测评问卷、禁毒
宣传单共2200多份。（邓耀瑞 林裕程）

本报讯（记者林宇云）5月13日拉开帷
幕的湛江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展，掀起
了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教育新高
潮。自13日下午向公众开放后，前往湛江
国际会展中心观展的干部职工和市民群众
络绎不绝。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办
公室，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
部、市发改局、市老干局、赤坎区、霞山区等
20多个单位先后组织干部职工前往参观。

13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洪
伟欣率市人大常委会机关26人参观成果
展。他们纷纷表示，通过参观这次我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展，深切感受到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并付
出了具体行动和有力支持。扫黑除恶成果
丰硕，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相信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未来还会继续取得更大
成果，全面依法治国的理念将会随着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进行得到更进一步的贯彻
和落实。”干部李懋说。

13日，赤坎区委书记杨柔彦率该区各
街道、各社区、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各成员单位约90人参观成果展。在成
果展宣讲大厅，赤坎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欧毅受邀向有关市直机关单位、市辖区
干部群众作《扫黑除恶，基层党组织行动起
来！》的主题宣讲，号召基层党员干部积极
投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动作为，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不容黑恶势力有任何藏身之处。两天
来，该区组织干部职工观看成果展达1300
多人次。

14日上午，霞山区委书记龙小艾率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全体成员观
展。参观人员表示，通过本次参观学习，对
我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特别是
全市各有关部门依法严惩、深挖彻查黑恶
势力及保护伞等方面的战果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提升了大家的工作士气，也为该区开
展好下一阶段扫黑除恶工作指明了方向。
该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出重拳、
下重手，进一步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工作力度，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作出最大努力。当天，该区
还组织全区干部职工约700人入场参观。 5月14日，市民现场参观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展。 本报记者 刘冀城 摄

2018年5月8日廉江市举办1100人参加的扫黑除恶誓师大会。（资料照片）

本报讯（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周靖典）
5月12日，团雷州市委员会组织该市心弦
驿站爱心协会志愿者等30多人，上街开展
扫黑除恶宣传及三项测评调查工作，共派
发宣传资料以及《致广大市民朋友一封公
开信》等15000多份，覆盖群众5万多人，
收到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当天上午，团雷州市委员会参加活动
人员与爱心志愿者分为5组，深入到城区
昌大昌等购物广场，行进到沿街商铺等处
进行宣传。他们的宣传活动主要以咨询、
派发宣传单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扫黑
除恶知识及举报渠道，鼓励群众踊跃举报
身边的涉黑涉恶犯罪行为。同时现场询问
群众对该市政法工作的满意度，指导他们
积极参与“三项测评”调查工作。

据了解，自扫黑除恶工作开展以来，团
雷州市委员会积极主动作为，发挥青年生
力军作用，助力创建平安雷州，开展了一系
列形式多样的扫黑除恶宣传活动。诸如深
入基层农村向广大村民群众宣传，深入各
中小学校向在校师生宣传，走进广场、商铺
向市民群众宣传等，宣传对象多样化；派发
宣传单及调查问卷，观看宣传展板、宣传
车，开展知识讲座、小手牵大手系列活动、
主题班会课、青年志愿者“快闪”表演等，宣
传方式多样化。

扫黑除恶成果丰硕 基层扫黑士气高昂

创新扫黑除恶宣传载体
营造全民参与浓厚氛围

□陈天心

廉江推进扫黑除恶初显成效
本报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莫春扬

湛江警方捣毁
跨国卖淫团伙

团雷州市委开展扫黑除恶
宣传及“三项测评”活动

提升群众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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