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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韦加福

“黄鸿发案件中，昌江黎族自治
县公安局一些领导干部、中层领导干
部、民警、职工牵涉其中，给整个队伍
造成了伤害，教训深刻……”

“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方面，我还存在日常教育管理不到位
的问题……”

这是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各级党
组织陆续召开的扫黑除恶打伞“大警
示、大研讨、大反思、大整治、大提升”
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上，各
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紧扣黄鸿发
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案件作对

照检查的发言。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昌江县纪委监委联合相关部门把扫
黑除恶打伞作为优化昌江政治生态、
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构建良好营
商环境的重点任务，形成协同推进扫
黑除恶打伞“大警示、大研讨、大反
思、大整治、大提升”的工作格局，实
现了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的
扫黑除恶打伞工作全覆盖。实施全
程监督，对工作中存在畏难情绪、厌
战心理、推诿扯皮、消极怠工等问题，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确保压力
传导到位，任务落实到人，形成扫黑
除恶打伞“人人关注、人人参与”的工
作局面。

据了解，为持续抓好黄鸿发黑
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案件整改提
升的“后半篇文章”，昌江县纪委监
委、昌江县委组织部专门下发通知，
要求各单位对照扫黑除恶打伞“大
警示、大研讨、大反思、大整治、大提
升”专题活动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和组织生活会。各级领导班子和党
员领导干部联系个人思想、工作、生
活和作风实际，围绕黄鸿发黑社会
性质组织盘踞昌江多年的原因进行

“政治体检”，深刻反思自身在思想
方面存在的问题。昌江县纪委监委
加强对各单位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党
支部组织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及
时了解情况，对没有严格按照要求

做好相关准备的，坚决叫停；对质量
达不到要求的，经报批后督促重新
召开，确保不“走过场”。在5月8日
召开的昌江县交通局专题民主生活
会上，因存在对照检查查摆问题不
具体、分析不深入、点问题避重就轻
等情形被叫停，直至修改完善后才
于5月18日重开。

此外，昌江县纪委监委创新线
索摸排方式方法，发挥村级纪检监
察监督员作用，充分发动广大群众
举报线索。督促此前黄鸿发黑社会
性质组织垄断的电动车、汽车配件、
集贸市场、河砂销售等重点行业和
领域的监管部门，以及曾为黄鸿发
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的腐

败分子所在单位，结合工作职责，深
入开展线索摸排，加大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案件的查办力度。自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县
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
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0人，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等50人，移送司法机关
24人。

“我们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
土壤，实现涉黑涉恶‘保护伞’案件
全清零，以扎实的成效，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努力提高群众满
意度。”昌江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本报石碌6月4日电）

昌江持续抓好整改提升“后半篇文章”

开展“政治体检”清除沉疴顽疾

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

深入学习抓实整改
筑牢防腐拒变防线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裴惠婷

“在查处黄鸿发团伙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
中，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渗透到公安
队伍中，暴露出在过去抓政治建警不到位，思
想‘总开关’松懈，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贯穿到
公安工作的全过程，没有完全筑牢防腐拒变的
防线。”在近日召开的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
党委班子扫黑除恶打伞“大警示、大研讨、大反
思、大整治、大提升”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昌江
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林雄进行
了反思。

据悉，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中，昌江
县公安局是涉案人员最多的政府职能部门。为
此，昌江县公安局紧扣“大警示、大研讨、大反
思、大整治、大提升”专题民主生活会主题，围绕
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盘踞昌江多年的原因开
展自查自纠，从思想理念、世界观改造、遵守党
纪法规、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净化个人朋友
圈以及建立良好家风、管好身边人等6个方面，
查找造成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盘踞昌江多年
的问题。

“要从细小的问题入手，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
上，都坚决做到心不贪，嘴不馋，手不长，洁身自
好，时时警惕，不给别有用心者留下可乘之机，在
思想作风上过得硬，经得起任何考验，永远保持党
的优良传统作风。”昌江县公安局政工督察党支部
组织委员陈必敏说。

昌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党支部书记符应平在
发言中谈到，平时觉得自我要求比较严，也做到了
不违纪、不违法，但认真对照“四讲四有”和相关要
求，才发现自己的律己标准还不够高。没有切实
按照理想信念宗旨的高标准进行提升，从严从紧
模范遵守党的纪律的意识还不强。

此外，昌江县公安局党委要求，班子成员要
围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大研讨”，针对
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系列案件中暴
露出来的人生观、权力观、价值观扭曲以及理想
信念动摇等突出问题，集中组织开展政治理论学
习。要把抓好问题整改，作为巩固提高的重要措
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查摆出的问题，要有针对
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形成党委班子和班子成员个
人整改清单，并在一定范围公开，接受广大党员
群众监督，确保取得明显成效。

（本报石碌6月4日电）

昌江全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向深入、横向拓展

精准击打“黑七寸”连根拔起“恶势力”

昌江对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
进行全过程跟踪监督

建立廉洁风险
防控主体责任清单

本报石碌6月4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袁平）6月4日下午，昌江黎族
自治县召开全县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
监督工作动员部署大会，要求各部门、各单位
严格按照方案要求，明确跟踪监督工作重点，
加强沟通协调，实现互通有无，有序推进跟踪监
督工作。

近日，为有效防范化解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
项目廉洁风险，把廉政建设贯穿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全过程，为昌江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最优环境、
最强动力、最好生态，昌江印发《关于深化工程建
设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开展公共工程和
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构建长效监督机制，对全县公共工程
和土地出让项目进行全过程跟踪监督。

《方案》明确了跟踪监督的范围、原则、责任
分工以及具体的工作措施。重点结合跟踪监督
项目的属性和各职能单位的具体职责，分别确
定了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实施的主体责任
和行业监管责任，要求各业主单位应切实履行
工程项目实施的主体责任，建立廉洁风险防控
主体责任清单；详细列举了10余家负有监管责
任的行业主管单位或部门的具体职责，要求各
单位、各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责任，结合跟踪监督
职责建立廉洁风险防控监管责任清单，并定期
对监管事项开展监督检查。

此外，《方案》还明确了纪检监察机关、巡察
机构、审计机构的监督责任，要求纪检监察机关
发挥各监督检查室和派驻（出）机构的监督优
势，做好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的日常监督；
巡察机构应充分发挥“利剑”作用，将被巡察单
位的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或履行公共工程
和土地出让项目行业监管责任情况纳入常规巡
察重要内容，并视情况开展专项巡察、机动式巡
察或巡察“回头看”；审计机构依据年度审计计
划制定跟踪审计实施方案，对公共工程和土地
出让项目开展专项审计，进行审计监督。

“厘清责任方能各司其职，明确跟踪监督的主
体责任、监管责任和监督责任，才能整合监督力
量，实现对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全覆盖、全过
程跟踪监督，营造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昌江县
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县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也将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履行“监督的
再监督”职能，在做好日常监督的同时，用好问责
利器，对监督不到位、存在失职失责的，将严肃追
责问责，倒逼各单位、各部门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
和监管责任，推动全县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
跟踪监督工作常态化。

昌江高度重视扫黑除恶工作，始终
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中央、省委决策部署。

2018年1月，中央部署为期三年
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昌江县委先后
召开13次常委会，传达中央、省委有
关决策部署，专题研究部署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组织全县所有党员和
公职人员签订“拒黑去恶”承诺书，进
一步推动党员干部统一思想认识，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全面提高政治站位。
在省委巡视组反馈昌江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后，昌江县委、
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昌江县委书记黄
金城多次带队深入容易滋生黑恶势力
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开展排查。在深
查、摸排、梳理黄鸿发涉黑团伙犯罪行
为后，2018年10月26日，黄金城带队
向省委、省公安厅作专题汇报，并请求
省里对扫除黄鸿发团伙予以支持。省
公安厅迅速成立了“10·26”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经过严密部署，决
定于2019年1月6日晚对黄鸿发犯罪
团伙开展抓捕。为确保抓捕行动万无
一失，昌江共投入200多名警力，组建

“10·26”专案服务保障队伍，在人力
物力上为“10·26”专案行动提供全方
位保障。

在黄鸿发及其手下落网后的第二
天，昌江迅速组织各级党员干部召开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大会，通报突击打
击行动情况，在全县主要路口和各大广
场的电子显示屏全天候播出抓捕黄鸿
发黑恶团伙视频，发布《关于检举黄鸿
发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动
员全县干部群众检举揭发黄鸿发团伙
及其背后“保护伞”违法犯罪线索。

据统计，“10·26”专案行动期间，共
劝投涉案嫌疑人52人，抓获嫌疑人41
人。随着案件的深入侦查，最后抓捕的
涉案人员达196人，查封、扣押、冻结涉
案资产价值估算25亿元。至此，黄鸿
发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被肃清，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落网后，昌江县委趁热打铁，围绕10
类重点打击对象，紧盯容易滋生黑恶
势力的重点行业，深入开展线索摸
排，在全县掀起扫黑除恶热潮。

2019年 5月，公安机关在侦办
黄鸿发犯罪团伙案件中，发现以在押
人员颜广标为首的涉黑团伙在昌江
乌烈地区涉嫌开展非法采矿，以及开
设赌场、故意伤害、打架斗殴等违法
犯罪活动。经查，该组织长期活动于
乌烈镇，组织成员众多，社会关系错
综复杂，涉及行业领域范围广，组织
实施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多、时间跨度
大，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为侦办该犯罪组织，昌江县公安

局成立“9·30”专案组，对以颜广标
为首的犯罪组织线索深入分析。

2019年10月28日晚，昌江县公
安局出动150名警力，在海口和昌江
两地统一收网，先后抓获颜广标涉黑
恶犯罪团伙成员45人，扣押涉案车
辆4辆，查封房产9套，冻结银行账
户512个、涉案资金300余万元，取
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突破。截至
目前，全县共打掉涉黑恶势力犯罪团
伙6个。

在严打“砂霸”方面，昌江县公安
局扫黑办5月23日发布通告，发动
群众积极提供昌江昌化镇旧县村和
浪炳村非法采砂、围砂、运砂等涉黑
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实际上，去年10月下旬开始，昌
江县委政法委持续开展“利剑2019”

“利剑2020”专项行动，成立以昌江
县委政法委书记卢义为总指挥的专
项打击队伍，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乱
象。截至目前，共捣毁囤砂点45个、
采砂点 27个，现场捣毁抽砂机 30
台、采砂船11艘及一批非法采砂设
备，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53人，行
政罚款超158万元。

在严打“运霸”方面，昌江成立联
合“治超”领导小组，出台重点货运源
头企业整治工作方案，查处货车超载
505起、超限259起、非法改装218
起，处罚14.25万元，查处非法营运

“黑车”4辆。

在严打“菜霸”方面，当地公安、
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单位联合打击
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哄抬物价等扰
乱市场经营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并
对黄鸿发黑恶势力团伙垄断经营的
石碌第二农贸市场进行集中整改和
调整，使摊位租金平均下调近60%。

据统计，截至5月31日，全县新
增市场主体 3027 户，增长率为
19.54%，新增注册资本（金）超38.3
亿元。特别是在黄鸿发黑社会性质
组织垄断的11个相关行业中，新增
市场主体179家，其中摩托车销售
行业50家，果蔬批发行业37家，电
动车销售行业24家，废品收购行业
68家。

“打蛇要打七寸。黑恶势力的
‘七寸’，就是掌握一定权力并为其充
当‘保护伞’的腐败分子。”昌江县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为寻求非法保护，黄鸿发黑
社会性质组织以非法收益为诱饵，引
诱、拉拢、收买当地多名党政机关及政
法部门领导干部充当“保护伞”。曾先
后担任过昌江县公安局局长的陈小
明、王雄进、麦宏章，以及昌江县人大
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郭祥理，昌江
县委原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邓敏，昌江
原副县长周开东等一批党员干部，因
与该组织有关而被查处。

“被查处的公安机关领导以及党
政干部，原本应该守护一方平安、维护
人民群众安全，可是在黄鸿发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拉拢腐蚀下，最终选择站
在人民的对立面，堕落成黑恶势力‘保
护伞’。”省纪委监委专案组相关负责
人表示，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
背后“保护伞”等涉黑涉恶重大案件的
成功查处，为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政治生态天朗气清打
下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提升昌江黄鸿发黑社
会性质组织“保护伞”案件警示作用，
强化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监督，教
育警示广大党员干部明底线、知敬畏，
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去年12月，昌江
围绕涉黑涉恶“保护伞”典型案件开展

“大警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大研讨”、黑恶势力盘踞昌江多年
的原因开展“大反思”、重点行业涉黑

涉恶问题开展“大整治”和净化政治生
态、社会生态开展“大提升”等重点内
容，即开展扫黑除恶打伞“大警示、大
研讨、大反思、大整治、大提升”专题活
动，全面涤清黑恶势力流毒，将滋生黑
恶势力的土壤彻底铲除，全方位提升
昌江社会治理水平与发展环境，重构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4月21日，昌江县委常委班子召
开“五大专题活动”民主生活会。会
上，每位班子成员围绕思想理念、世界
观改造、遵守党纪法规、落实管党治党
主体责任、净化个人朋友圈以及建立
良好家风、管好身边人等6个方面，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直面问题，不
掩饰、不绕弯，触及思想。

黄金城表示，此次“五大专题活

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使全县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
促改，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

目前，全县有80多个单位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继
开展了扫黑除恶打伞“五大专题活动”
民主生活会，90多个党支部召开了组
织生活会，征求到数千条意见和建议。

通过“五大专题活动”，昌江进一
步提升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
伞”案件整改工作成效，全面清除政
治生态中的沉疴顽疾，彻底铲除歪风
邪气滋生的土壤，形成长效机制，不
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本报石碌6月4日电）

周密部署 |
合力扫除重点团伙

除恶务尽 | 趁热打铁扩大战果

重扬正气 | 开展“五大专题活动”

今年3月，省高院依法对昌江黎族自治县黄鸿发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黄鸿发
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行贿罪等17项罪名，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其他涉案人员也被判处了刑罚。这标志着盘踞昌江地区长达30年的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走到了尽头。

去年12月起，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开展扫黑除恶打伞“大警示、大研讨、大反思、大整治、大提升”专题活动，进一步压
实责任，全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向深入、横向拓展、赢取全面胜利，为昌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新时代“山海黎乡大
花园”创造优质环境。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文承彬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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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整改

昌江：

以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

为进一步推进扫黑除
恶打伞“大警示、大研讨、大
反思、大整治、大提升”专题
活动，近日，昌江黎族自治
县乌烈镇党委组织全体干
部职工到昌江县警示教育
基地参观，通过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坚持为公职人员打
“廉针”、绷“廉弦”、敲“廉
钟”，不断增强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的震慑力，营造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浓厚
氛围。
（昌江县纪委监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