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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扫黑除恶又有大动作
矛头直指“村霸”和“保护伞”！

5月 23日! 中央召开全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
记郭声琨主持!公安部长"最高法
院院长"最高检检察长等领导出席
会议#

会议指出!黑恶势力不仅仅是
简单的治安问题!而是事关治乱兴
衰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 矛头直
指两类重点人员!一类是潜藏在组
织内部的%保护伞&!另一类是控制
基层组织的%村霸&$

一"严打#保护伞$

郭声琨强调!要对涉黑涉恶案
件一律深挖其背后腐败问题!对黑
恶势力%保护伞&一律一查到底"绝
不姑息$

对政法系统内部充当 %保护
伞&的!要敢于刀刃向内!坚决清除
害群之马$

要把矛头对准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地区和领域!出重拳"下重
手!务必把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打
下去$

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扫
黑除恶工作! 不间断开展 %大扫
除&!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让人民群众带着满满的安全
感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二%严打&村霸$

郭声琨要求!要推动县乡党委
加大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力
度!严格村%两委&换届资格审查!

建立候选人联审机制!把不符合条
件的人坚决挡在门外$

要落实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各
项措施!努力从根本上遏制黑恶势
力滋生蔓延$

要强化督导检查" 问责追责!

广泛发动群众!打好扫黑除恶人民

战争$

三%如何落实

保护伞得慢慢挖!但村霸之类
的还是非常明显的$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反贪
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指出!%村霸&

是对农村一些流氓恶势力的通俗
用语$ %村霸&的特征有七个!符合
其中之一的!一般均可归属于%村
霸&范畴'

一是横行乡里! 称霸一方!严
重干扰破坏村民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的(

二是无事生非" 无理取闹"打
架斗殴"聚众闹事!危害农民群众
利益!群众不敢惹"乡村干部不敢
管的(

三是倚强凌弱" 强拿强要"强
买强卖! 欺行霸市或坐地纳贡"结
伙哄抢的(

四是有组织" 有固定成员!进
行违法犯罪活动!扰乱和危害农村
社会治安秩序!严重影响农村社会
稳定的(

五是对乡村干部不满!寻衅滋
事"无理取闹!或者依仗其家族"亲
属势力或利用其物质财富操纵农
村基层组织选举的(

六是诬告陷害! 利用热点难
点"矛盾纠纷煽动群众!操纵闹事!

破坏农村安定团结的(

七是受雇于人" 充当打手!残
害无辜的$

另付举报方式!请全国人民积
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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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山西集中宣判61人！
5月 28日! 太原市小店

区"沁水县 "平遥县 "文水县 "

广灵县"泽州县等法院对 6个
涉黑恶案件集中宣判!涉及被
告人61人$

沁水县"太原市小店区人
民法院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 " 寻衅滋事罪等多项罪
名 !分别依法对路卫东 "李有
贵等 28名刑事犯罪被告人进
行一审宣判$

沁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
查明!被告人路卫东纠集王江
波"晋建勇"潘东风"韩孟旭等
人发展形成较稳定组织!并决
策"指挥"管理该组织!系组织
者"领导者$ 被告人王江波"晋
建勇"潘东风"韩孟旭"李梅属
该组织的积极参加者!被告人
张卫东"李鹏"郭阳"丁朋属该
组织的一般参加者$ 该组织多
次实施敲诈勒索" 强迫交易"

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以
此攫取非法利益!严重破坏当
地的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造
成重大社会影响$

法庭当庭判决!被告人路
卫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开设赌场"聚众斗殴"寻
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

故意毁坏财物等罪!被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
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 其余 13名被告人分别
处以有期徒刑十六年至一年
不等刑期$

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查明!从 2001年至 2015
年期间! 被告人李有贵纠集李
三女"李有才"李有华"李隽敏!

并先后雇用覃锦富"翟国伟"张
旭东等刑满释放人员! 分层管
理!采取暴力"威胁"欺诈等手
段!非法控制王村菜市场"西吴

综合市场!强行索要
租金!逐渐形成以李
有贵为组织者"领导
者!李三女"李有才"

李有华"李隽敏为积
极参加者 ! 以覃锦
富 "翟国伟 "张旭东
等为一般参加者的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并以李有贵实际控
制经营的山西永隆

劳务有限公司等企业为依托!

有组织地实施寻衅滋事" 敲诈
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大
肆攫取经济利益! 严重破坏经
济" 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主义
法治! 影响恶劣$ 法庭当庭判
决!被告人李有贵犯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敲诈勒索
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
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数罪
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
夺政治权利五年! 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其余13名被告人
均被从严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至四年不等刑期!并处财产刑$

平遥县"文水县"广灵县"

泽州县人民法院以聚众斗殴
罪 "强奸罪 "敲诈勒索罪等多
项罪名! 分别依法对侯喜明"

张猛将"孙倩"李刚等 33名刑
事犯罪被告人进行一审宣判$

部分人大代表 " 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及群众代表旁听
了案件宣判$

今年以来!山西各级法院
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通知 *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坚持依法严惩 !标本兼
治!切实打好扫黑除恶主动仗
攻坚仗整体仗!不断夺取专项
斗争新胜利$

侯马市2018年防汛重点责任人一览表

侯马警方破获特大系列诈骗案
本报讯 !特约记者 郭清海"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陆续
接到受害人王某等人报案 !称
2013年 6月至今! 郭某某以办理
铁路部门工作为由诈骗钱财!数额
高达100余万元$

被骗人数多!影响恶劣!刑侦
大队高度重视!侵财犯罪侦查中队
调查取证工作+布控抓捕工作同时
展开!通过数日努力!于日前在我

市某酒店将还在继续行骗的犯罪
嫌疑人郭某某抓获归案 $ 经查 '

2013年 6月至今! 犯罪嫌疑人郭
某某,男!

1949年生!太原市人-以
能给他人办理铁路部门工作为由!

诈骗王某等人财物!诈骗金额累计
达100余万元$

现犯罪嫌疑人郭某某因涉嫌
诈骗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