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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石镇多措并举严厉打击“涉黄”违法犯罪活动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创建和谐稳定环境

核心提示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会议及

有关文件精神!加大对涉黄问题的

打击力度!规范娱乐服务场所经营

秩序!根据统一部署!企石镇结合

实际情况!出台了"企石镇#扫黄$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严厉打击#涉黄(违法犯罪活

动!坚持多措并举)齐抓共管!建立

健全全镇*扫黄$工作机制!在全镇

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 *扫黄$

专项整治行动+

打击 ,涉黄 (问题是当前镇党

委) 政府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

作!也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净化

社会环境的迫切需要- 镇委)镇政

府要求!全镇各村&社区')各有关

部门要把打击#涉黄(问题作为头

等大事来抓! 坚持严打严管严防!

全面深入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在

全镇范围内开展地毯式清查!大力

打击!毫不手软!坚决杜绝#涉黄(

问题滋生! 进一步净化社会风气!

创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为加强“扫黄”综合治理力度，坚决
打击全镇“涉黄”违法行为，企石镇成立
了以镇委书记、镇人大主席陈福坤为组
长，镇委副书记、镇长熊仕权为副组长
的镇“扫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负责全
镇“扫黄”工作的指导组织实施。

同时，为加强工作的组织实施，从
镇综治办、党政办、公安分局、工商分
局、文化执法分队等抽调人员成立综合
组，专职负责各项工作部署的上传下达
和情况总汇等，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文化执法分队抽调人员成立行动组，专
职负责对全镇“涉黄”问题的暗访调查，
指导各村（社区）开展打击整治工作，并
直接对涉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查处。

此外，企石镇还根据工作实际，建
立了信息报送机制、联席会议机制和责
任落实机制，明确了各职能部门要充分
落实部门协同责任，公安分局与各村

（社区）签订了“扫黄”工作责任书，要求
各村（社区）落实好属地管理责任，积极
配合镇有关部门开展相关行动，规定在
排查整治行动中公安分局派出所所长
为第一责任人，各警务区警长为直接责
任人。同时，把打击“涉黄”行动的成效
纳入创建“平安企石”的考核内容，明确
对“扫黄”工作中不作为、推诿扯皮、效
率低下，导致工作延误的部门和个人，
将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镇委、镇政府要求，各村（社区）、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打击“涉
黄”问题对企石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意义，要切实摒弃“涉黄”问题“难
免论”、“难除论”的错误看法，端正发
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增强“保一方平
安”的政治责任感。要将打击“涉黄”
问题致力于媒体舆论与社会大众的
监督之下，适时曝光打击整治“涉黄”
问题的典型案例，通过强有力的宣传

教育，在全镇形范围内成打击“涉黄”
问题的浓厚氛围。

自开展整治涉黄涉赌涉毒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企石镇始终坚持
把宣传发动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各村

（社区）、成员单位高度重视专项行动
信息的收集报送工作，指定专人负
责，按时报送有关行动信息。此外，企
石镇还制作了一大批“扫黄打非”公
益宣传广告，通过发放宣传单、悬挂

横幅等方式，向群众进行宣传，提高
群众抵御“涉黄”问题的能力，营造全
民自觉抵制“涉黄”违法行为的氛围，
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扫黄打非”。同
时，企石公安分局特别设立了 24小
时 举 报 电 话（86667110、86665478），
并通过媒体和网络公布，发动群众积
极提供涉黄涉赌涉毒违法犯罪线索，
协助警方严厉打击娱乐服务场所涉
黄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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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行动成效
纳入平安创建考核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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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

为确保“涉黄”整治工作取得成效，
市纪委提出了明确的纪律要求，其中规
定实行“两个一律”：即在严打整治期
间，镇街如果被举报有“涉黄”活动并经
查实的，镇街党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
酒店所在辖区派出所所长、酒店所在村

（社区）的党组织书记，一律先免职再按
照规定从严处理；凡党员干部参与经营
涉黄场所、充当涉黄场所“保护伞”的，
一律先免职再按规定从严处理。

企石镇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各单位主
要领导要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
大问题、亲自协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
案件。要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
协同责任，强化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成员单
位的职责，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此外，镇纪委将按照“三个不放过”
（即主要犯罪嫌疑人不抓获不放过、上
下游不查清和利益链不打掉不放过、保
护伞不挖出不放过）的要求，对在“扫
黄”工作中失职、渎职，导致“黄流”泛
滥、影响恶劣的地区和单位，严肃追究
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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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纪律

所有娱乐场所全部停业整顿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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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排查

连日来，企石公安分局充分发挥
打击主力军作用，采取“规模用警、集
中整治”的方式，成立四个巡查组对
辖区内的娱乐场所每天坚持地毯式
巡查，并对辖区 8间娱乐场所实行领
导分片包干制度，确保不漏检一家，
形成高压严打态势。对组织提供营利
性陪侍活动的娱乐场所，坚决依法责
令停业整顿，商请文化工商部门吊销
其相关证照。巡查中发现有娱乐场所
无牌证、超范围经营的，一律先关停、
查封。凡查封的场所，对涉黄工具进
行收缴封存，做好办案取证、固定证
据等工作。

在做好娱乐场所每日巡查的基

础上，根据形势变化将打击重点转
向“涉黄”行为更隐蔽的小旅馆、发
廊和出租屋等场所，消除“涉黄”隐
患。确定派出所所长为第一责任
人，各警务区警长为直接责任人，
由警务区针对实际情况开展地毯式
摸排清查，盘查、审查站街拉客招
嫖和在美容美发店、出租屋等场所
提供色情服务的嫌疑人员，抓获并
依法处理站街拉客招嫖及卖淫嫖娼
违法人员。

在前期排查的基础上，公安等
部门将重点突出对娱乐场服务场
所、出租屋等场所及其从业人员进
行全面的地毯式排查，摸清各类场

所的数量、规模、性质、经营方式、
经营地点等情况，把因违法违规经
营被处理过的场所，以及曾经发生
过治安、刑事案件的场所列为重点
备案管控对象，并进行认真梳理分
析，从中发现“涉黄”的犯罪线索，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对重点区
域，要深入调查走访，听取各界群
众反映，认真汇总、分析和综合研
判，切实提高打击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对发现的线索，要从速查实，从
重打击，做到“侦办一案、打掉一
窝、震慑一批”；对党员干部参与

“涉黄”活动或当“保护伞”的，必须
严查到底、绝不姑息。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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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清理

从企石镇综治办获悉，文化执
法、工商、卫生、新闻出版等部门要加
大对管辖经营场所的管理，对于排查
中发现证照齐全，但有不符合相关规
定的场所，必须督促其限期整改，整
改不合格的，吊销其有关经营许可
证，并函告工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
照。对于具有一定经营规模但证照不
全的，要责令其完善硬件设施并办理
有关证照，逾期未办理的，一律停业。
对于无证照经营、超范围经营的一律
依法取缔。对于整治行动中发现“涉
黄”问题的经营场所一律由工商分局
吊销其营业执照。

《方案》要求，从 2月 14日至 5
月 13日企石镇将在全镇范围内深
入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扫黄”专项
整治行动。2月 21日—5月 7日为
集中打击整治阶段，对存在涉黄问
题进行全面排查，明确整治和打击
重点，成立暗访组，不间断的对全
镇娱乐服务场所开展暗访，并定期
通报暗访情况，暗访中发现的涉黄

线索，予以直接查处。5月 8日—5
月 13日，进行总结严打整治工作的
经验做法，建立健全打击整治“涉
黄”长效机制。

在整顿清理过程中，有关部门将

拿出剿灭“老虎机”的劲头，出重手、
下重拳、用重典，集中力量打一场“扫
黄”的歼灭战、攻坚战和持久战，力争
使“涉黄”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最有效
的整治。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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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引导

据了解，此次集中整治涉黄涉赌
涉毒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工作重点主
要包括：开展打击娱乐服务场所“涉
黄”违法犯罪活动。重点清查存在“涉
黄”现象的沐足、桑拿场所、休闲会
所、商务酒店等娱乐服务场所，清查
存在“T台”、“金鱼缸”等淫秽表演的
场所，发送手机短信招嫖的场所。依
法处理组织、强迫容留、介绍他人进
行“涉黄”活动的违法犯罪份子，容留
和经营“涉黄”活动的娱乐服务场所

负责人，实施“涉黄”活动的行为人。
同时，开展打击旅馆业“涉黄”

违法犯罪活动。清查整治利用旅馆
业、日租式出租屋等场所从事卖淫
嫖娼等违法行为，并检查监督旅业
和出租屋落实入住人员信息登记采
集工作。开展打击站街女路边招嫖
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治安复杂
地区清查，特别是存在派发色情服
务资料、“发廊妹”招嫖现象的地区，
整治打击“卖淫女”一条街等路段。

从三方面重点打击违法活动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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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

《方案》要求，各村（社区）、有关
责任单位要切实增强大局观念，维
护全镇利益，在牵头部门统一领导
和统一协调下，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镇综治办
要切实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严密策
划、周密部署，通过建立有效的信息
传递机制、联合执法机制等工作机

制，充分做好各类专项整治工作的
组织实施、综合协调工作，确保整治
行动的信息顺畅，部门责任分明，任
务落实到位。

公安、工商、文化、新闻出版、卫生
等部门要切担负起打击“涉黄”问题的
职责，大力查出“涉黄”违法案件，认真
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和法治教育。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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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

为迅速贯彻落实省、市的统一部
署，进一步整治涉黄违法犯罪活动，
规范娱乐服务场所的经营秩序，连日
来，企石镇深入开展“扫黄”专项整治
行动。截至目前，已查处涉黄行政案
件 4宗，行政拘留 13人，办理涉黄刑
事案件 3宗，刑事拘留 3人。

3月 6日，企石公安分局共出动
28名警力分三个巡查组，对辖区宝
石酒店、华都娱乐中心、仙登沐足
阁、金椅休闲中心沐足、华通城大酒
店、宝城酒店、运河沐足、新都酒店、
斑马线 KTV等娱乐服务场所进行
巡查整治。

当晚 21时 45分许，企石派出
所民警在检查企石旧市场附近斜坡
一铁皮房出租屋，检查带回 2名妇
女进行审查；在检查旧市场东莞农

商行对面的开心住宿 5楼出租房过
程中，检查带回 1名妇女进行审查，
制作询问笔录 （暂无证据证明卖
淫），拟作警告和批评教育处理。未
发现其它涉黄及违法行为。同时，公
安分局政工监督室抽调 2名警力人
员组成暗访组，对仙登沐足、海愉酒
店、宝城酒店进行暗访，暗访中并未
发现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截至 3月 7日上午，全镇共出
动 2084人次，检查歌舞厅 469间
次、桑拿 142间次、沐足 438间次、
美容美发 694间次、其他娱乐服务
场所 420间次、出租屋 1610间次，
查处涉黄行政案件 4宗，行政拘留
13人，治安罚款 10人，办理涉黄刑
事案件 3宗，刑事拘留 3人，取保候
审 1人，整治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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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抓共管

#涉黄(违法犯罪是危害稳定)

破坏环境) 阻碍发展的一大毒瘤-

当前!企石镇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
键期!推动发展)加快发展!必须要
有一个干净)和谐的发展环境作保
证!同时还必须深刻认识到!发展
第三产业绝对不能依靠 #涉黄(产
业来带动!必须要依靠转变发展方
式)推动产业升级)做大经济总量
等正确途径来实现-

跟其他镇街相比!企石镇的酒
店)沐足等涉黄问题集中地场所数

量不多!但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从
快从严从细抓好工作!以铁腕整治
的坚定决定!下大力气坚决铲除滋
生#涉黄(问题的土壤-

打击整治#涉黄(问题!事关企
石科学发展)和谐稳定的大局- 接
下来! 企石镇将以最鲜明的态度)

最坚强的决心) 最有力的措施!加
大工作力度! 切实抓好打击整治
#涉黄(工作!坚决铲除#黄流(!为
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营造和谐稳定
的环境-

加大工作力度 坚决铲除“黄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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