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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上午，山东省泰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内，人们屏声静
气，等待着审判长宣读判决。

“被告人周传智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8万元。”

几乎同一时间，莱西市人民法院
对被告人陶艳艳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一案公开宣判；

莘县人民法院对刘言顺等6人恶
势力犯罪案一审公开宣判；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对李爱民
等 14 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寻衅
滋事罪一案公开宣判；

济南、烟台、潍坊、德州……
在这次山东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第一批集中宣判行动中，全省4个
中院、15 个基层法院集中宣判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19件130人，判处五年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52人。

法槌声声，正义昭彰。扫黑除恶
“山东战役”集结号在齐鲁大地全面
吹响。

出重拳，下重手，扫黑
除恶战场利剑高悬

“要的就是威慑。”
“这次集中宣判行动，是中央扫

黑除恶第五督导组和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统一部署的，展现了全
省法院开展专项斗争的阶段性成果，

打出了强大声势和法治权威。”在当天
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傅国庆如此回应。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历时三年。斗
争伊始，山东高院即要求全省法院不断
提升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政治安全、
事关群众利益和民生福祉，要自觉把专
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危害社
会稳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严重侵蚀
基层政权、危及党的执政基础。

山东法院主动聚焦黑恶势力犯罪突
出的重点地区、行业、领域，将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涉及威胁政治安全、把持
基层政权、利用家庭宗族势力、煽动村
民闹事、强揽工程、欺行霸市、操纵经
营黄赌毒、非法高利放贷、插手民间纠
纷等11类黑恶势力犯罪作为打击重点。

2018 年 6 月 15 日，当泰安中院对
周尚全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作出终
审判决的消息传出时，辖区房村镇鞭炮
齐鸣，群众拍手称快，结束了谈“周”
色变，敢怒不敢言的日子。

“这是泰安扫黑除恶宣判的第一
案。”谈及成功经验，泰安中院副院长
李成涛说，“在审理黑恶势力犯罪案
时，我们坚决贯彻依法严惩方针，对主
犯周尚全从重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展
现了法治权威。”

“必须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入推

进，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始
终。”山东高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省高院扫黑除恶办公室主任吴靖表示，
在涉黑涉恶犯罪案件审理过程中，要充
分体现依法严惩精神，对准黑社会性质
犯罪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

“保护伞”，要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重
刑的坚决判处重刑，该判处死刑的依法
判处死刑，坚决打掉其嚣张气焰。

在已审结的聊城吴学占、东营吴长
伟、潍坊苏良敏、临沂王海龙等有影响
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首要分子均被
判处有期徒刑25年。

经济利益驱动是黑恶犯罪的根本成
因。山东法院注意综合运用追缴、没
收、判处财产刑等多种手段，铲除黑恶
势力经济基础，降低再犯可能性。审结
案件中，累计判处财产刑271人，其中
判处没收个人全部或者部分财产9人。

在山东法院一审审结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案件中，给予刑事处罚的被告
人重刑率为 43.45%；一审审结的恶势
力犯罪案件中，给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
重刑率为 15.14%，大幅高于一般刑事
案件的重刑率。

法律的正义之剑，正发出震慑黑恶
势力的耀眼光芒。

不拔高，不降格，严守
法定标准不放松

涉案犯罪嫌疑人29人，涉及29起

违法犯罪事实，全案侦查卷宗达188
册，书证65本、视听资料17盘，一
审判决书 337 页……这一组组数据，
都在诉说着东营吴长伟等黑社会性质
组织的累累罪行。

黑恶犯罪往往案情复杂，罪名较
多，证据庞杂，如何扣准“黑帽
子”，是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难
中之难。

“对于经依法审查构成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的，坚决予以惩处；
对于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的，也会坚决予以否认。”在东营
市东营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周忠华
看来，是否构成“黑帽子”，要严
格依法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准确
适用法律。

8月21日上午，枣庄市薛城区人
民法院对以满宇然为首的 17 名被告
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作出一审判决，首犯获刑 16
年。

然而，该案的犯罪性质认定却
颇费周折。主审法官、该院刑庭副
庭长王涛介绍，这是一种新型黑社
会性质组织模式，首要分子满宇然
和几个骨干成员互相带“小弟”，平
时各有市场，有事互相帮衬。如何
确定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成为
认定该案是否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的关键。

⇨⇨下转第二版

依法严惩办铁案
——山东法院惩治黑恶势力犯罪工作纪实（上）

本报记者 李 阳 闫继勇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本报讯 “感 谢 西 宁 中 院 执 行
局，感谢案件承办执行团队，正是因
为你们的尽心尽责、秉公执法，我们
才能顺利全额拿回 534 万余元的执行
款！”日前，申请执行人向青海省西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送去了印有

“高效快捷，秉公执法”的锦旗。自开
展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以来，青海各
级法院上下一心，齐心协力，与时间
赛跑，用高原意志与执行难较量。执
行法官以实际行动证明，执行难，但
高原人的意志更坚。

据介绍，面对被执行人难找、财产
难查等困扰执行工作的老大难问题，以
及农村牧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的现状，
青海法院采取网络查控和传统查控相结

合的方式，全力查人找物，同时严厉打
击拒执行为。在实践中青海法院还发
现，采取集中行动往往能够达到“执行
一案，教育一片”的效应。都兰县人民
法院的“春雷诺木洪”专项执行活动，
通过强制执行3户“关键少数”被执行
人的案件，督促了 26 户被执行人履行
义务；同仁县人民法院的“雷霆联合执
行行动”，用3天时间执行到位金额61
万余元，案件执结率从行动前的77%提
高到了89%。

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杨占龙对此深有感触：“在牧区做
执行工作，营造气氛很重要，人少了
起不到应有作用。我们经常采用两级
法院联合行动，统一指挥、集中警

力、统一行动，整齐的队列、闪烁
的警灯、规范的执行，起到很好的
震慑效果。”

为明确执行任务和责任，青海三
级法院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问
责机制，对进展缓慢、工作不力、
完不成任务、不达标的，坚决追
责。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定期对全
省法院执行工作情况进行通报，每
两周召开全省执行工作督导视频会
议。同时，青海高院组织 6 个督导
组，由院领导带队，逐一对各级法

院工作部署、组织领导、工作措
施、推进效果、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
全面检查、督促和指导。

此外，为推动司法改革工作，理
清执行工作程序，提升执行工作效
率，青海法院还确定了“2名员额法
官+2名法官助理 （或执行员） +1名
书记员+1名法警”的执行模式，厘
清团队内部岗位职责，提高团队协同
作战能力，着力提升执行质效，有效
杜绝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
及执行不廉等问题发生。

据了解，2016年1月至2018年8
月，青海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51061
件，执结46141件，未结4945件。其
中，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
执 结 率 为 96.68% ， 终 本 合 格 率 为
93.49%，信访案件办结率为100%。

（袁有玮）

强化“执行一案，教育一片”效应

青海法院以高原意志攻坚执行难

日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来到盘关镇水银厂村村委会巡回审理一起赡养纠
纷案，盘关镇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水银厂村群众旁听了此次庭审。图为庭审
现场。 叶乙申 刘春燕 摄

本报银川 9月 25 日电 （记者
赵 霞）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建立家事审判方
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深
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工
作。

《意见》根据宁夏法院家事审判
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实际和经验做
法，在前期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确定联席会议由自治区高院、自治
区政法委综治办、自治区检察院、
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公安厅、自
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司法厅、自治
区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自治区
新闻出版广电局、自治区政府妇儿
工委、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团
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关工委、
自治区老龄办等 15 个部门和单位组
成，自治区高院为牵头单位。同

时，根据各联席单位的工作职能，
明确各自在加强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工
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依法维护
婚姻家庭和谐稳定，保障未成年人、
妇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家事审
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等方面的职责
任务。

《意见》要求，各成员单位要按
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家事审判方式
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及婚姻家庭纠纷
化解工作的有关问题，及时向牵头单
位提出需联席会议讨论的议题；积极
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
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及时处理
需要跨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各成员
单位要互通信息，相互配合，相互支
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
作用，共同做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
机制改革有关工作。

十五部门共促家庭和谐稳定

宁夏建立家事审判改革联席会议制度

本报讯 （记者 胡佳佳 通讯员
刘 锋）近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
台《关于分类施策推动人民法庭统筹协
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围绕“让小法庭
展现大作为”的工作目标分类施策，推
动人民法庭统筹协调发展。

该 《意见》 从总体要求等 3 个方
面提出了 18 条具体举措。《意见》 要
求，新时代的人民法庭要坚持内涵
式 、 差 异 化 、 集 约 化 的 发 展 方 向 ，
以综合性和专业化相结合，推进构
建以中心法庭为主、社区法庭和巡

回审判点为辅的法庭布局，提升人
民法庭的软硬件水平，实现职能创
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要加强
综合性人民法庭建设，服务保障乡
村振兴。找准司法服务保障乡村振
兴的切入点、结合点，深入推广以

“联村共治、法润乡风”为核心的
寻乌经验，加强巡回审判，强化法
治引领，培育文明乡风，构建司法
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人民
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多元化解矛盾
纠纷，推动人民法庭深度参与乡村

治理。
《意见》 强调，要加强城区法

庭、旅游景区法庭、产业园区法庭
建设，创新健全专业化审判工作机
制。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精细化
审判，极大提升案件质效和司法裁
判效果。要加强对法庭工作的指
导，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强化法庭
管理，建立健全“双达标”法庭激
励、退出机制，推进人民法庭“全
面双达标”活动的开展，推动形成
人民法庭建设的长效机制。

江西高院出台意见

推动人民法庭统筹协调发展

本报讯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组长、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刘海泉到河
南，对最高人民法院定点扶贫工作开
展调研监督。

刘海泉带队到河南省商丘市宁
陵县、睢县，深入贫困户家中走
访，对定点扶贫资金使用和项目落
实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监督，听取当
地干部群众对最高人民法院定点扶
贫工作和扶贫干部党风廉政情况的
意见建议。刘海泉指出，两县党委
政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持续加大脱贫攻坚
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倾心倾力加大
对两县的支持和帮扶，促进当地十
多万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大
幅下降，定点扶贫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

刘 海 泉 强 调 ， 党 中 央 明 确 将
2018 年作为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
纪律保障。要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充分认识
党的领导是我们最大政治优势，进
一步坚定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心和信心。要结合定点扶贫工作资
金投入大、工作环节多、项目分散
性强等特点，加强全方位、全过程
监督，坚决杜绝定点扶贫工作中的
腐败问题。扶贫干部要切实加强自
身作风建设，求真务实、深入群
众、严于律己，树立法院干警的良
好形象。

在豫期间，刘海泉还到最高人民
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和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就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
行了调研。河南省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察委主任任正晓会见刘海泉一
行。河南高院党组书记、院长胡道才
参加部分活动。

（周 昂）

刘海泉在河南调研定点扶贫工作时强调

充分发挥监督执纪问责职能作用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本报讯 （记者 潘 静 虎文
心） 日前，2018 年，甘肃省政法干
警藏汉双语提高培训班结业典礼在国
家法官学院舟曲民族法官培训基地举
行，101名参训学员经过6个月的封
闭式学习培训圆满结业。

据悉，2015 年至今，甘肃已举
办了 7 期全省政法干警藏汉双语提
高班和强化班，培养藏汉双语政法
干警 800 余人。经过培训的双语政
法干警，有 80%在藏语读、写、拼
和法律翻译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
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司法和普法战线

上的骨干力量。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全

体参训学员要把双语学习作为一种
政治责任、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
真正实现学以致用、以用促学、学
用相长。要将在培训中学到的理论
知识和书本知识，积极转化在今后
的具体工作实践中，积极发挥好示
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带头做好
民族地区法治宣传教育，大力推动
基层普法工作全覆盖，大力加强民
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宗教事务方面
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甘肃政法干警双语培训班举行结业典礼
三年来培养藏汉双语政法干警800余人

本报沈阳 9月 25 日电 （记者
张之库 严怡娜 通讯员 董芳菲）
今天，辽宁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题通
报3起涉黑典型案件。

据介绍，大连市崔某等人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崔某因
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 14
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四
年，并处没收财产50万元、罚金120.1
万元；其他20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零六个月至二十年不等。

辽阳市赵某等人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赵某因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8
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
年，并处罚金35万元；其他20名被告
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至十三年不等。

葫芦岛市王某等人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王某因犯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6罪，数
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
罚金71万元；其他20名被告人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至八年零六
个月不等。

辽宁专题通报3起涉黑典型案件

本报重庆 9 月 25 日电 （记 者
刘 洋）今天，4 名被告人因犯妨害公
务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等，分
别被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
期徒刑七年至拘役五个月不等。

据了解，包括合川区法院在内，当
天，重庆市大渡口区、北碚区、合川
区、璧山区、忠县、云阳县6家法院共

计对8件恶势力犯罪案件进行了集中
宣判，其中涉及恶势力团伙4个、恶
势力犯罪集团 2 个。60 名被告人因
犯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聚众斗
殴、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组织卖
淫等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
年至拘役五个月不等，部分被告人
并处罚金。

重庆集中宣判8件恶势力犯罪案件

本报讯 （记者 丁国华） 山西
法院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坚决的态度和担当履行审判职
能，依法及时审理了一批涉黑恶势
力犯罪案件。近日，晋城市泽州
县，运城市河津市、万荣县，长治
市平顺县，晋中市榆次区、寿阳
县、灵石县人民法院和晋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等 9 个法院，分别对审理
的共计11件91人涉恶势力犯罪案件
进行公开宣判。

这批案件涉及开设赌场、插手拆
迁纠纷、非法放高利贷、暴力讨债、
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强拿强要、敲
诈勒索、抢劫、非法拘禁、强迫卖
淫、容留他人吸毒等恶势力犯罪。部
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社
会群众代表旁听了宣判。一位人大代表
表示，涉恶势力犯罪案件的集中公开宣
判，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坚定
了人民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坚
强信心和决心。

山西宣判11件涉恶势力犯罪案件

日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依法对余某纲等15人非法开设赌场、赌博的
涉恶势力系列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此次宣判邀请了江门市驻台山人大代表，台
山市各镇街干部，省、市、县级新闻媒体及部分群众现场旁听。图为15名被告
人接受公开宣判。 黄海磊 邓颖琪 摄

扫黑除恶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