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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有以下9种行为的
就是乡霸村霸

导读!相信今年以来!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扫黑除

恶了! 我们农村小老百姓身边肯定也不缺乏这样的恶

势力!但是你知道如何判定农村黑恶势力吗"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乡霸#村霸$

主要从以下
%

点判断!

*,

威胁农村政权的!

也就是说威胁乡村政权! 仗着家族势力不把村委
放在眼里的"或者就是那些虽然自己不是村官!但是在
村里必须以他意志为主的人!什么事都要过问!对自己
没有利益就坚决反对的人"

",

侵占集体利益!

主要就是表现在把集体资源据为己有!村里的山#

林#土地都是他的!或者是以极低的价格承包流转!不
允许他人承包的"

&,

村官村霸勾结损害群众利益的!

相互帮忙!利用村官的身份!把村霸推出去当挡箭
牌来达到自己目的人或事!都是属于恶势力范围"

!,

乡镇资源不允许他人染指!

大家都知道现在乡村两级发展特别快! 不允许外
来人以更低的价格进行招投标的!只能独家招标!或者
就是串标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

接手工程质量极差的
-

根本不达标的!用不了多久就坏掉的!问题是还检
验合格的!这类是结合反腐一起查!为什么豆腐渣会检
验合格!肯定是有保护伞出现"

.,

在乡村结合部欺压老百姓的!

利用自己的宗族势力或者是地理优势! 比如在乡
镇中心等地欺负打压老百姓的! 凡是赚钱的生意都要
插手!不跟他合作或者分利就搞破坏的行为"

),

以前有案底的违法人员将被重点筛查
-

如果被判定现在还有违法行为将会被重点 $关
照%!所犯事情会被翻老底!一起从严判处"

(,

还有就是老乡们反映强烈的!

这种人相信牢狱免不了!想想大部分人都讨厌你!

不是村霸是什么!百分百被查"

%,

强行插手地方选举的"拉票#霸票选举的
-

有这种行为一旦被证实! 牢房绝对会给你留个位
置&

乡亲们可得睁大眼睛看清楚!在此扫黑大势下!不
能让他们在嚣张快活!只有把他们的气焰打压下去!自
己才会有好日子过!才能维护好自己的合法利益&

中 办 国 办 印 发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
新华社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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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电 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指示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通知)部署!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全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 )&

'方案)明确!主要对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 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开展督导! 并下沉至部分市地级党
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对涉及的
重点案件!直接到县乡村进行督导!

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地方等进行重点
督导&

'方案)强调!全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督导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
向(法治思维(标本兼治!严格责任
追究! 将督导作为深入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抓手! 以督导压
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扫黑除恶重
大政治责任!推进各部门齐抓共管"

以督导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
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沿着正确方向
深入开展" 以督导推进重点难点问
题解决!确保攻坚克难(除恶务尽(

务求实效" 以督导回应人民群众期
待!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方案)明确!由中央政法委牵
头! 会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 组成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央督导组开展督导工作&

督导工作从 2018年上半年开始 !

到 2019年年底! 基本实现督导工
作全覆盖&在督导基础上!适时开展
$回头看%! 督导各地区整改落实和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情况! 确保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方案)指出!督导工作主要围
绕以下6个重点开展, 一是围绕政
治站位! 重点督导党委和政府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和
中央决策部署情况! 贯彻落实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总体要求和实施步
骤情况!专项斗争第一责任人(直接
责任人切实履行扫黑除恶重大政治
责任情况&二是围绕依法严惩!重点
督导扫黑(除恶(治乱的成效!特别
是发动群众情况! 严守法律政策界
限!严格依法办案!确保涉黑涉恶问
题得到根本遏制情况& 三是围绕综
合治理!重点督导各部门齐抓共管!

相关监管部门对重点行业( 重点领
域加强日常监管!形成强大合力(整
治突出问题情况& 四是围绕深挖彻
查! 重点督导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
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治理
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 深挖黑恶
势力背后$保护伞%情况& 五是围绕
组织建设! 重点督导整顿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 严防黑恶势力侵蚀基
层政权! 为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情况& 六是围绕
组织领导! 重点督导各级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加大统筹力度!层层
压实责任!推动解决经费保障(技术
装备( 专业队伍建设等重要问题情
况&

'方案)还明确了督导工作的具
体实施步骤! 要求督导组在深入排
查摸底(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提
出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具体督
导工作方案!明确任务清单&

'方案)明确!督导结果作为对
被督导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 领导
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对督导
发现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线
索! 依法移送有管辖权限的政法机
关! 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会商
督办& 对发现的党员干部及其他所
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涉嫌违
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问题线索!

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方案)要求!被督导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要按照督导
组要求制定整改方案& 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对地方整改情
况!适时组织$回头看%!对黑恶势力
易滋生和边打边发( 屡打不绝的地
区(行业(领域!纳入重点整治对象!

加强跟踪督导! 并向社会公布整改
情况&

$原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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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马 市 公 安 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奖励公告
黑恶势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的毒瘤!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
顽疾!必须坚决依法予以打击& 为
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 按照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通知)要求!切实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 ( 幸福感和安全
感!切实增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针对性(实效性!请广大人民群众
踊跃举报黑恶势力($村霸%($黄赌
毒枪%等违法犯罪线索& 根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现公告如
下,

一(举报重点

1.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
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
的黑恶势力"

2.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
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 (侵吞
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3.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
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
霸%等黑恶势力"

4.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
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
势力"

5.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

资源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
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
势力"

6.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机场
车站( 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

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 (行霸
等黑恶势力"

7.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
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8.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
黑恶势力"

9.盗掘古墓葬以及倒卖(走私
文物的黑恶势力"

10.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
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11.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
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12.黑恶势力$保护伞%&

二(举报方式

1.拨打 110报警电话进行举
报"

2.
$侯马公安便民服务在线%网

站进行举报"

3. 拨 打 举 报 电 话
0357-4230110

(

0357-4213885
"

4.举报邮箱 ,

hmshce@163.

com

5.来信举报*寄信地址,侯马市

公安局扫黑办收!邮编:043000+"
6.通过$侯马公安%微信公众号

文章留言或消息对话进行举报"

对举报人信息!公安机关将依
法严格保密& 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
复的!将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对包
庇( 纵容违法犯罪分子或恶意举
报(诬告陷害他人的 !将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三(奖励方式

群众举报并查实的黑恶犯罪
线索!公安机关将根据举报人提供
的收款方式!选择现金(银行转账(

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等多种方式
给予 5000元至 100000元的奖
励&

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
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 欢迎
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

$村霸%($黄赌毒枪% 等突出问题!

公安机关将依法深入打击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
壤(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维护
社会稳定和谐!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侯马市公安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