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A01版）认真做好主题教育准备
工作，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
动的高压态势，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工作。

在祁连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西路军解放军二军纪念苑的革命烈
士 纪 念 碑
前 ，刘 宁 鞠
躬 献 花 ，向
英 烈 们 致
敬。在纪念
馆 ，刘 宁 边
看边听边问，不时与大家交流。他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青海解放70
周年，此时重温红军长征、青海解放的
历史，就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精心准备和扎实开展好主题教育，锤炼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为建设更加
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新青海不懈奋斗。

在祁连县八宝镇新城社区、祁连县

公安局、门源县公安局，刘宁查看档案资
料、视察110指挥中心，详细询问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他说，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事关
人心向背，事关基层政权巩固，要充分发
挥社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前哨”

作用，把扫黑除恶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结合起来，有黑扫黑、有
恶除恶、有乱治乱，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
向深入。公安机关要认真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的总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部署，整合发挥社会资源，进一步优化
警力配置，切实维护一方平安，创造安全
稳定的社会环境。

生态环保、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都

是刘宁关心的重点工作。在门源县青
石嘴镇，刘宁实地察看了“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项目推进情
况。他指出，要严格对照国家工程试点
的绩效目标，抓好项目建设，提升项目
效益，全力构建好“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在
祁连县八宝
镇拉洞村和
拉 洞 台 村 ，
看到党建引
领 、旅 游 业

助力脱贫攻坚成效明显时，刘宁十分
高兴，他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充分发挥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壮大村集体经
济，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在门源
瑞辉高原现代农业种植养殖示范园，
刘宁详细了解高寒冷凉菌培育和发展
情况，希望他们利用好青海特殊的气
候、资源等优势，加大科研力度，提升
产品附加值，培育出叫得响的“青”字
号农牧业品牌，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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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进驻期间 （2019年6月1日－6月30
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971－6168063、0971－6138682、0971－
6139107，专门邮政信箱：西宁市A144号邮政信箱。督导组受理举
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此外，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于日前正式上线，公众可以
登录网址www.12337.gov.cn进行举报，或扫描二维码提供举报信息。

本报讯（特约记者 于瑞荣）6月12
日，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
室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
发布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省纪委监委、省高级人民法
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
相关负责人分别通报各自领域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阶段性进展情况和典型案
例。中央和省垣20多家主要媒体约40
名记者参加。

我省按照中央第18督导组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专项斗争的“时”

“势”“责”，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打击，依
法严惩、深挖幕后，快侦快破、快诉快审
的原则，以攻克大案要案为突破口,以深挖
彻查“保护伞”为关键点,掀起了凌厉攻势。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精心组织、深入

摸排，共打掉涉黑组织 5 个、恶势力犯
罪集团14个、恶势力犯罪团伙44个，抓
获涉黑涉恶人员658人、查封扣押冻结
涉案资产 4.14 亿余元。同时按照“利
剑一号”集中行动决策部署，再掀强大
攻势，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全省检察机关聚焦涉黑涉恶问题
突出的行业和领域，依法及时高质高
效批捕、起诉了一批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截至 6 月 10 日，全省检察机关共
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333
人；提起公诉408人。

全省法院把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形成了严打高压态势。
截至目前，全省法院共受
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72

件 622 人，审结 56 件 343 人，结案率为
77.78%。

省司法厅围绕三年总体目标，制定
实施方案，及时督导检查，适时研判分
析，确保专项斗争责任落实。全省司法
行政系统举办扫黑除恶法治宣传活动
500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91万余份，
编发藏汉、蒙汉双语宣传资料5万余份。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能职责，
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涉黑涉恶
腐败和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持续净
化政治生态。截至6月10日，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共收到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线索461件，办结219件，
立案117件，处理138人。

本报讯（记者 施翔）“全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各级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组织5个、恶势力犯罪集团14个、
恶势力犯罪团伙44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57起、抓获涉黑
涉恶人员658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4.14亿余元；破获9类
案件764起，抓获1429人；向纪检监察部门移交违法违纪案件
线索300余条。特别是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进驻后，全省
公安机关借中央督导之机再次掀起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的
强大攻势。省公安厅党委也通过多次督导，层层压实工作责
任，推动解决了一批重点难点问题。”6月12日，在青海省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上，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李玉强就全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公安机关的工作情况进行通报。

据了解，为进一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切实做到黑
恶势力应扫尽扫，按照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关于
开展“利剑一号”集中行动的决策部署，全省各级公安机关
再次打掉了一批涉恶犯罪团伙，抓获了一批恶势力成员，缴
获了一批涉恶资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6月12日
上午，“利剑一号”集中行动中各级公安机关共打掉恶势力犯
罪团伙9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3起，抓获涉恶人员55名；破
获9类案件135起，抓获132人；追缴涉案资产约7410.9万元。

6月9日，在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在
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的统一组织部署下，省公安厅党委
根据扫黑除恶工作实际，组织全省公安机关同步开展了“利
剑一号”统一收网行动，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訚柏出席
行动并现场下达了行动命令。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主要负责
人亲自挂帅、靠前指挥，相关警种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全
体参战民警闻令而动、雷霆出击，有力地推动了我省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再掀高潮、纵深推进。本次统一收网行动，
全省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6185人、车辆1101台，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173名。 （下转A04版）

本报讯（记者 施翔）6 月 12 日，青
海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召
开，省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弓晓忠向媒
体通报了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情况。

据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
工作要求，自觉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
度认识这项重大政治任务，立足职能职
责，忠诚履职尽责，找准扫黑除恶同反腐
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的结合点，铁面执
纪，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涉黑涉恶
腐败和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持续净化
政治生态。截至2019年6月10日，全省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收到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问题线索461件，办结219件，
立案117件，处理138人，充分体现了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维
护群众利益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典型案例
一、平安区某局原局长严某某、冯

某某为以袁某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站台撑腰

2009年，原平安县某局局长严某某
以该局名义为袁某某名下的青海某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办理警用牌照，并收
受该公司财物。2012 年，因警车牌照
改制，时任平安区某局局长冯某某为
该公司更换了新式警车牌照，事后收
受该公司财物。袁某某将该牌照悬挂
于该公司车辆直至 2014 年底。目前，
纪检监察机关正在对严某某、冯某某
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
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二、海西州某局治安支队政委马
某、大柴旦某派出所所长丁某某对以恩
某为首的恶势力团伙违法犯罪活动有
案不查、查办不力

海西州某局治安支队政委马某、大
柴旦某派出所所长丁某某，对大柴旦镇
以恩某为首的恶势力团伙的违法犯罪活
动长期未进行有效制止，
并收受财物。目前，纪检
监察机关正在对马某、丁

某某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
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三、建设银行西宁某支行原行长王
某某为以袁某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违法发放贷款，变相提供经济支持

2010 年至 2013 年，建设银行西宁
某支行时任行长王某某在明知某公司
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下，向该公司违
法发放多笔贷款，造成该行不良贷款，
王某某还收受该公司财物。近日，监
察机关对王某某涉嫌职务违法问题进
行立案调查。

四、玉树市某派出所所长周某、民
警陈某、桂某某立案不查、工作不作为

玉树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周某、
办案民警陈某、桂某某在办理“6·28喜
马拉雅KTV打架斗殴”案件时，存在立
案不查、工作不作为行为。目前，纪检
监察机关正在对其3人涉嫌违纪违法问
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我省抓获涉黑涉恶人员658人

我省发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性成果

省纪委监委通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四大典型案例

王建军在玉树州调研时强调

在稳中求进中推进玉树绿色发展

刘宁在海北州调研时强调 抓好主题教育 深化专项斗争

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本报讯（特约记者 罗藏）6月11日至12日，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就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及加
强社会治理、推进脱贫攻坚、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等进行
调研。他强调，要精心谋划主题教育，切实强化社会治理，在
稳中求进中推进玉树绿色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青海解放70周年。

王建军来到结古街道办事处团结社区，了解社区基层组
织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情况，鼓励社区围绕群众的多元
化需求创新服务，打造好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
务党员的平安社区品牌。王建军还专门察看玉树市西杭派
出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要求再鼓干劲、再添动力、
再强措施，推进专项斗争取得新成效。

在一家四代一心向党的尼都塔生家，王建军说，在你们
一家四代人身上传承了红色基因，这个基因的核心是对党、
对领袖、对祖国、对民族、对社会的忠诚和奉献，要让红色基
因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不断放大，在建设新
玉树、新青海实践中发扬光大。

在隆宝镇江南县旧址，王建军调研了教育基地开展红色
教育情况。他说，能往回看多远，就能往前看多远。要挖掘
好宝贵的精神财富，把江南县旧址红色教育基地打造好、管
理好、运用好，让各族干部群众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守初心、
担使命，感恩党和伟大祖国。

在隆宝镇贫困群众仁增措毛和土丁次成家，王建军详细
询问家庭收入、子女教育、就业医疗等情况，对他们说，有党
的好政策，有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领导，乡亲们过上了好日
子。要听党的话、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用自己的双手创造
幸福生活，更好日子还在后面。

调研结束时，王建军听取了玉树州工作汇报。他指出，要
及早准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中央文件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把主题教育的基础工
作做好，以走心的学习来准备，以生动的实践做支撑，以丰富的
成果促工作。要以斗争精神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善于抓要
害、抓关键、抓大局，不能大意，不能侥幸，不能手软，围绕治标、
治根、治本抓好落实，确保专项斗争取得胜利。要以党建引领强
化社会治理。充分运用党建+法治自治德治藏区社会治理“玉
树经验”，以法治定纷止争，以自治化解矛盾，以德治春风化雨，
保证社会有秩序、人民有安全。要善始善终决战脱贫攻坚。把
调动扶贫干部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真正取得中央认可、群众
满意、干部服气的成果，确保年内实现绝对贫困“基本消除”目
标。要在稳中求进中推进玉树绿色发展。围绕绘好山水图、念
好草木经、抓好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好基本公共服务，抓投资、抓
项目、惠民生，努力实现更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