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江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詹君峰 郭鹏洋 李静

11月5日，省纪委监委通报三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典型案例，因为黄鸿发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昌江黎族自
治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郭祥理，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被取消退休
待遇；原副县长周开东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通报称，
二人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就在前不久，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全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第二次推进会精神，审议通过海南省贯彻意见。

一系列动真碰硬的举措，是我省深化“打伞破网”专项行
动，始终保持黑恶必除的高压态势不放松，推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实践之一。据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发
扬斗争精神，在打“伞”破“网”的主战场上坚持“两个一律”和
“一案三查”，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重点行业和领域，形成了
以打“伞”破“网”强劲开路，“一案三查”同步跟进、以案促改靶
向长效长治的工作体系，助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监督执纪问责
工作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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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下午，昌江组织参加“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培训
班的全体党员干部观看《强力破“网”打

“伞”深化扫黑除恶》专题警示教育片，
片中曾任昌江县委常委、公安局长的麦
宏章对自己充当“保护伞”的行为懊悔
不已。

除了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外，昌江
还在全县公安系统组织一次专场警示
教育大会，以提高警示教育的针对性，
增强警示教育效果。

深挖彻查背后的“保护伞”“关系

网”的同时，海南纪检监察机关也注
重充分发挥所查办案件的警示教育
作用，适时开展警示教育活动，达到
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范一方的治
本目标。

在以郭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长期盘踞的屯昌县，当地纪检监察机关
在公安系统召开警示教育大会，敦促有
关人员主动交代问题；在海口市琼山
区，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的相关案
例被区纪委监委汇编成册，为全区党员
干部、公职人员架起“信号灯”，划出“警

戒线”。
抓警示教育的同时，整改也在有序

推进。省纪委监委紧盯督导组交办问
题线索核查进度、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
焦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
落实持续发力，印发整改方案、明确问
题整改措施和期限，对移交问题线索谨
慎研判、建立台账、强化督办，全力以赴
做好中央督导的“后半篇文章”。

今年5月以来，省纪委监委组织专
题调研组深入昌江县部分街区、矿区、
政府、企业、农村等走访，进一步了解

铲除黄鸿发黑社会组织后地方政治社
会生态情况。调研结束后还形成了专
项报告，向专案组、联系昌江县的监督
检查室和昌江县委主要负责人进行了
反馈。

在昌江县石碌中心市场，曾因黄鸿
发黑社会组织接手管理而高居不下的
摊位费，在今年政府接管后，比原来下
降了66%。

“现在经营环境好了，我们靠质量
靠服务来赢得顾客青睐，公平竞争。”昌
江县一名个体经营户说。

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被铲除后
的昌江，百姓的笑容随处可见，经济社
会更加平稳有序。据悉，下一步海南
省纪委监委将继续牢牢把握深挖根治
转向长效长治的阶段性特征，继续保
持惩腐打伞的雷霆之势，在打击重点
上聚力，在线索处置上加力，在查办大
案要案的指导督办上发力，积极推动
以案促改、加强综合治理，深入剖析、
堵塞漏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净
化政治生态。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

我省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坚定不移打“伞”破“网”不断净化政治生态

今年1月，省纪委监委第十二审查
调查室统筹三亚市、昌江县纪委监委和
洋浦纪工委监委等审查调查力量成立
专案组，严惩昌江黄鸿发等黑恶势力背
后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专案组由省纪委监委一个部门牵头
抓总，其他部门及市县纪委监委参与。

“各部门发挥专长，攥指成拳，统一行动，
确保专案专办、精准打击。”省纪委监委

第十二审查调查室负责人介绍，专案组
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召开协调会，一同
研判问题线索、解决办案中遇到的疑难
问题；公安机关对于需要留置的人员，进
行协助控制到案；检察机关对调查中遇
到的行为定性、取证方向等方面的疑难
问题予以指导。此外，省纪委监委与市
县纪委监委协调配合，上下联动，共同
在信息资源共享和加强协同办案上下

功夫，也进一步提高了办案效率。
2019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持续将办案资源、办案力量向“打伞破
网”倾斜，同时投入4个监督检查室、两
个审查调查室，联合多部门、多地区，专
案攻坚，分别对重大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进行查处。
据了解，针对线索移送、部门联动、

案件查办等关键环节存在的制度短板，

省纪委监委机关会同省委政法委等部
门不断规范和完善问题线索双向移送
和协同办案机制，先后制定了《关于建
立扫黑除恶问题线索双向移送和协同
办案机制的意见》等7项制度，对问题
线索移送的范围、程序、时限、处置以
及结果反馈、纪律要求等作出明确规
定，推进问题线索双向移送制度化、规
范化。

上行下效，各市县纪检监察机关也
出实招，提高扫黑除恶与打“伞”破“网”
的整体性、协同性。定安县纪委监委联
合县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
成立检查工作组，结合中央督导组督导
发现的问题及全县扫黑除恶工作推进
情况，列出6个方面45项具体内容的检
查清单，分组对各镇、各单位开展督导
检查。

高位推动
各方协同上下联动形成合力

近日，省检察机关依法对昌江黄鸿
发等191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提起公诉，消息一
出，在海南乃至全国都引起高度关注。

“铲除‘保护伞’是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重中之重，在查办黄鸿发涉黑涉恶

案件的同时，全省相关纪检监察机关深
入推进‘打伞破网’，深挖彻查，严肃查
处了黄鸿发案背后的保护伞问题。”省
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2月28日以来，曾先后担任过昌江
县公安局局长的万宁市委常委、市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麦宏章，东方
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
察长陈东，省森林公安局党委书记、政
委王雄进等，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此后，昌江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

记、主任郭祥理，昌江县政府原党组成
员、副县长周开东等人也应声倒下。截
至目前，涉黄鸿发案背后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立案审查调
查77人。

“惩处黄鸿发案背后的‘保护伞’只

是我省打‘伞’破‘网’的成果之一。”海
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10
月31日，全省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案件540件，立案审查调
查572人，已作出处理311人，移送司法
机关58人。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袁平

“昌江黎族自治县交通管理总站
原交管员黄鸿金涉嫌严重违法，目前
正接受昌江县监委监察调查。”2019
年5月25日，昌江县纪委监委发布的
一则消息引起了当地群众热议。此
前，公安机关成功抓捕了百余名黄鸿
发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黄鸿金也名
列其中，其作为公职人员被查处，正
是源于昌江县纪委监委组织的一次
大排查。

据了解，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
被成功打掉后，昌江县纪委监委立足

“监督的再监督”，同步推进打“伞”破
“网”工作，以该组织涉足的行业领域
为重点，全面排查相关部门涉黑涉恶
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

“排查到县交通局时，我们发现
黄鸿金的名字居然出现在了其下属
单位——县交通管理总站社保人员名
单中。”工作专班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道，经过信息比对，确认了该名单中的

“黄鸿金”就是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
成员之一的黄鸿金。随着调查的深
入，黄鸿金长期“吃空饷”和县交通管
理总站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的问
题线索逐渐浮出水面……

经查，早在 1992 年黄鸿金就以
“停薪留职”为由离岗至今，而县交通
管理总站负责人在明知其为黑社会性
质组织成员的情况下，慑于该团伙势
力，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为其全
额缴纳社保，并在县里多次要求清理

“吃空饷”人员时，对黄鸿金长期“吃空
饷”一事瞒而不报。

2019年3月至4月，昌江县纪委

监委先后对黄鸿金及县交通管理总站
原站长、副站长立案审查调查。

据悉，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昌江县纪委监委坚持把深挖彻
查涉黑涉恶腐败和背后的“保护伞”问
题摆在首位，先后成立大案要案指挥
部和工作专班，部署开展打“伞”破

“网”专项行动，全盘调配办案力量，同
步调查、同步留置，形成有效推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良好局面。此外，注
重加强与政法机关及相关职能部门的
信息互通共享，实行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线索月报告制度，要求
各职能部门每月对职责范围内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存在的涉黑涉恶腐败或

“保护伞”问题线索进行报告；强化协
调、会商，会同县政法机关建立双向移
送处置机制，规范线索报送程序，畅通
沟通渠道。

截至 10月底，全县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共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
护伞”问题线索146件，立案审查68
件 72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34人，
诫勉谈话5人，移送司法机关24人，
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资金127万余
元。其中，收到县政法机关和有关部
门移送的问题线索36件，立案审查
28件30人。

昌江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县纪委监委将不断加
大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的查处力度，紧紧围绕督导检查反馈
问题整改要求，以查处的重大案件为
突破口，加强通力协作，以打“伞”破

“网”的实际成效不断推动扫黑除恶
向纵深发展。

（本报石碌11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王立刚

10月上旬，万宁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对违法
建筑领域扫黑除恶相关工作作出新部
署，要求纪检监察机关深挖彻查“官
伞”“庸伞”等各类“保护伞”，以及“违
建”乱象背后存在的党员干部不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为全市“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辟新战场。这是2019年该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27
次召开会议，专题分析和研判斗争形
势，对扫黑除恶打“伞”破“网”相关工
作作出具体部署。

自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以来，市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
重点对赌风过盛、非法采砂、违法建
筑、钻营关系网等社会乱象进行深挖
彻查，直击社会治理痛点。“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中，打‘伞’锋芒要对准群
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领域，以
此整治社会乱象，攻克社会风气顽
疾。”万宁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据了解，在打击违法建筑领域，截
至目前，市纪委监委已对9名“庸伞”

“官伞”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同时彻查
背后的利益输送，“挖”出了南桥“小产
权房”行受贿严重违法犯罪“窝案”，成
效初显。

“我们紧盯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
创新联合办案机制，充分运用提级办
案等措施，将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参与
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支持、放纵和
包庇黑恶势力问题作为审查调查的重
点。”万宁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道。根据公安机关移交的徐明
正涉黑涉恶团伙背后的“保护伞”问题

线索，该市纪委监委严肃查处了市国
土局、市综合执法局、市工商局、市公
安局等8个单位14名党员干部充当徐
明正黑恶势力“保护伞”并收受好处费
问题。

第一时间成立查处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案件工作专班，负责统
筹、指挥、调配、督促案件查办工作；建
立完善案件线索双向移送和优先办理
机制；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政治巡察；健全“四位一体”举报平台，
设置专门举报信箱，接受群众来信来
访……市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围
绕综合治理，推动形成了市委统一领
导，部门各负其责、上下贯通、联合作
战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格局。

同时，市纪委监委不断强化监督
第一职责，严格落实“一案三查”。将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列入监督
清单，针对相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在专项斗争中出现的态度消极暧
昧，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工作玩
忽职守、失职失责等突出问题开展监
督检查。坚持标本兼治，深入开展以
案促改，针对典型案件暴露出来的问
题，通过监察建议书等形式，督促案
发单位查找问题，堵塞漏洞，完善措
施，从源头上把制度的笼子织密、编
牢、扎紧。

万宁市纪委监委通过创新举措，
有力开展打“伞”破“网”专项行动。截
至2019年10月，万宁市纪委监委已
立案查处涉黑涉恶“保护伞”14件21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人，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6人，移送公安机关
涉黑涉恶涉乱问题线索36件36人。

（本报万城11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林师健

10月23日，文昌市纪委监委将市
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韩亚东涉
嫌违法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2018年 9月群众举报，自1995
年起，以林宏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
伙在文昌市抱罗镇凤尾地区、翁田镇
等地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在当地造成
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经过文昌市公
安局前期缜密侦查，查明该犯罪团伙
先后制造了多起枪案，共涉及掩饰掩
瞒犯罪所得、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
诈勒索、强迫交易、破坏生产、抢劫、非
法采矿……”2019年3月，文昌市扫黑
办公开通报成功打掉3个涉黑涉恶犯
罪团伙，其中，侦破以林宏为首的非法
盗采坡砂涉黑犯罪团伙，在全市引起
强烈反响。

在公安机关对该团伙进行统一收
网抓捕的同时，文昌市纪委监委严格
按照“两个一律”和“一案三查”要求，
成立查办“保护伞”专班，深挖彻查该
案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最终
揪出该团伙背后的“保护伞”韩亚东。

经查，韩亚东多次收受林宏贿赂，
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以林宏为首的涉黑
犯罪团伙逃避查禁，放纵该团伙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致使该团伙不断壮大。

随着涉黑涉恶团伙被抓获，“保护
伞”应声而倒，当地社会治安环境明显
改善，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显著提
升……这是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文昌市强化依法打击、深挖彻查
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一个缩影。

“‘保护伞’身为公职人员，与黑恶

势力同流合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侵
蚀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侵蚀人
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必须严惩不
贷。”文昌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文昌市纪委监委坚持利剑高悬，
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和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行为，
对发现的问题线索抽丝剥茧、循线深
挖，切实把黑恶势力和“保护伞”挖出
来、查彻底。截至目前，共受理涉黑涉
恶问题线索133件，立案47件49人。

“通过建立协同办案机制，有效整
合了多部门优势资源，增强了扫黑除
恶工作的整体性与协作性，形成了打
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和惩治涉黑涉恶
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的强大合力。”文
昌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提高打“伞”破“网”质效，彻底
扭转以前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强力
提升办案实效，文昌市通过贯彻落实

“三长背书”制度、完善线索双向移送
机制、深化“双专班”协作配合机制等，
凝聚合力、联动打“伞”，交出了一份满
意的成绩单。

同时，文昌市纪委监委坚持以案
促改，加强倒查问责，严格落实“一案
三查”要求，重点打击见“伞”不打、不
担当不作为的“庸伞”问题。据悉，目
前已立案3件5人，诫勉谈话5人，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3人。针对中央督导
组反馈文昌市相关部门存在的5项问
题，开展提醒谈话7人，全市通报批评
2人，职务调整1人。通过问责倒逼

“两个责任”落实，层层传递压力，形成
齐抓共管打击涉黑涉恶势力的高压态
势，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
场攻坚战。（本报文城11月12日电）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全力推进打“伞”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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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实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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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 直击社会治理痛点
打掉黑恶势力“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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