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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专项斗争的实践证明，行业乱象是滋
生黑恶势力的重要土壤，恶从小出，恶从乱
生。今年以来，集美区扫黑办等各相关职能部
门紧紧抓住行业领域整治这个“牛鼻子”，扎实
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

在为期六个月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中，对各类养老线索分类妥善处置，特别是对
重大线索周密制定预案，最大限度追赃挽损，截
至目前共打掉团伙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9名，
破获案件20起，追赃挽损801万元。此外，发动
网格员针对辖区内6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家庭
开展精准入户宣传，守护好老百姓的养老钱。

在推进涉互联网领域金融风险排查中，以
互联网企业密集的软件园三期为重点，依托

“护园行动”，先后打掉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商品、“杀猪盘”诈骗、网络传销窝点10个。此
外，以“断卡”专项整治行动为抓手，对乱象较
多的行业、领域开展全面“体检”，强化涉“两
卡”犯罪常态化核查打击，共打掉窝点55个，
共计追赃222.6万元。

规定动作扎实到位，自选动作出新出彩。
今年5月，集美区结合辖区工作实际，扎实有力

推进违法侵占收储用地乱象整治工作，在各镇
（街）、各相关职能部门凝心聚力、协同推进下，
截至本月初，已完成整治49宗，面积2882.37
亩，其中完成整治宗数占比77.%,面积占比
82.3%。同时，集美区将已整治的收储用地，用
于公益设施、停车场等民生项目建设，目前已
建成停车场项目6个，新增停车位1306个。

在推进“新三大行业”领域整治中，区教育
局协同公安机关强化校园周边巡防，摸排并处
置两个长期在校园周边活动的不良少年聚集
点；区财政局制定《关于做好涉嫌非法集资风
险常态化排查工作实施方案》，开展“套路贷”

“非法贷”排查，有效推动私募基金风险化解；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对欺行霸市、强买强
卖、不正当竞争、垄断经营、虚假广告等行为的
检查力度，立案查处各类违法行为722起，罚
没款1142.34万元。

“我们在这里开了三四年的店，没有遇到不
正当竞争或靠软暴力垄断经营的，相关部门经
常来帮我们检查燃气安全、做扫黑除恶宣传，警
车深夜都在巡逻，整条街烟火气很足，我们在这
里也很安心。”孙厝步行街一餐饮店老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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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标准实举措
换人民群众平安“满意指数”

今年以来，集美区扫黑办等相关职能部门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全力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走实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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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
平安中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专项斗争收官不收兵，扫黑
除恶永远在路上。今年以来，集
美区扫黑办等相关职能部门坚决
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推进扫黑除恶
常态化各项部署，坚持力度不减、
标准不降，以最高站位、最严要
求，全力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工
作走实走深。

统计显示，2022年以来全区
累计打掉涉恶犯罪集团5个，破
获九类案件 213 起，移送起诉
133人，向外界持续释放“黑恶不
除、剑不归鞘”的强烈信号，用久
久为功的高标准、实举措，换取人
民群众平安“满意指数”。

剑不入鞘，鞭不离手，扫黑除恶
是一项长期工程。今年6月份以来，
集美警方以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
日行动”为牵引，紧盯社会反映最强
烈、最深恶痛绝的寻衅滋事、聚众斗
殴等黑恶犯罪苗头，重拳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大力整治各类社会治安
问题，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今年1月，集美警方接到报警，
一名男子被引导到上网裸聊，对方
以各种方式言语威胁、敲诈勒索。
刑侦大队马上介入调查发现，案件
背后很可能存在一个网上裸聊敲诈
勒索恶势力团伙。打早打小，露头
就打，集美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经
过3个月摸排，掌握了团伙成员及其
落脚点。4月，专案组兵分多路，迅
速捣毁了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抓获
20名犯罪嫌疑人。“我们从查扣的近
500G容量涉案物品里找寻线索，从

碎片化的聊天记录中找到关联内
容，相互印证，最终找到分布在各地
的其他受害者，恶势力犯罪集团的
所有犯罪证据形成闭环。”经办民警
介绍其过程的艰难。

在侦破影响群众安全感现行案
件的同时，集美警方还深挖存在涉
黑涉恶的可能线索，翻阅40余起历
年九类案件档案材料，从近十年上
千条警情数据中碰撞出10余名嫌疑
对象，并从中研判抓获5名历年寻衅
滋事案中身份对象不明的犯罪嫌疑
人。“我们坚持深挖彻查，除恶务尽，
不放过一条可疑涉黑涉恶线索，不
放过一个黑恶团伙和嫌疑人，向全
社会持续释放‘扫黑除恶永远在路
上’的强烈信号，在震慑违法犯罪分
子的同时，努力提升老百姓对扫黑
除恶工作的认同感和好评率。”区扫
黑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治国安邦在基层。无论是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还是扫黑除
恶斗争进入常态化之后，基层组织
建设始终是扫黑除恶工作的重点。
今年以来，集美区扫黑办等相关职
能部门坚持刀刃向内、铁腕执纪，深
挖彻查黑恶案件背后的“保护伞”，
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在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过程
中，区扫黑办违纪查办组严格落实

“三筛三不放过”的要求，开展以“一
看二查三访谈”为主要形式的问题
线索筛查，今年以来，立案查处涉黑
涉恶腐败和“保护伞”6人。

在夯实基层基础、从根本上遏
制黑恶势力在农村滋生蔓延方面，
区扫黑办组织建设组在组织发动各
基层党组织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学习上持续加力，特别是在2021年
村（社区）换届后，第一时间组织对
2021年全区69个村（社区）“两委”
换届后产生的新一届村（社区）班子
进行集中轮训，区委主要领导为培
训班上“开班第一课”，打牢思想基

础，提升广大基层干部对涉黑涉恶
问题的“免疫力”。此外，严格落实
好村党组织书记由区委组织部备案
管理制度和村“两委”成员资格联审
机制，坚决清退受过刑事处罚、“村
霸”和涉黑涉恶问题人员进入村（社
区）“两委”班子，从源头上保证村干
部队伍筑牢防线、守住底线、不越红
线。

此外，区扫黑办组织建设组还
通过健全区级领导班子成员联系镇
（街）、走访村（社区）入户等制度，倒
排确定新的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
重点整顿换届时选情复杂、廉政风
险高的村（社区），实现软弱涣散村
党组织常态化整顿考核，确保两个
软弱涣散党组织在年内有效整顿提
升。“去年‘两委’换届，没有受到干
扰，很公平很透明，村民们都很支
持。现在的村干部都很随和有担
当，村民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会想
办法解决，风气确实越变越好。”灌
口一村民提到扫黑除恶斗争带来的
变化时深有感触。

扫黑除恶，为了群众，也依靠群众。广大
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正是打赢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这场人民战争的力量源泉。

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以来，集美将扫黑除
恶宣传常态化，先后制定下发《2022年常态化
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和平安建设宣传工作要点》
《〈反有组织犯罪法〉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方
案》，精准把握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宣传工作
要点，组织全区政法干警和区直各成员单位收
看《反有组织犯罪法》讲座，开展扫黑除恶专题
业务培训，着力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思想认
识、法律素养、业务水平、斗争本领。

公检法司等政法单位及6个镇（街）举办

12场文化下乡活动，选取《反有组织犯罪法》和
打击整治“沙霸”“矿霸”、聚众斗殴、寻衅滋事
类等涉黑涉恶领域热点内容，进一步提升人民
群众对黑恶犯罪滋生土壤的敏锐性，引导社会
各界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预防和打击有组
织犯罪的能力。

“《反有组织犯罪法》为扫黑除恶铸牢法治
后盾，深入学习宣传《反有组织犯罪法》，有助
于进一步提高群众识别有组织犯罪的意识和
能力，有助于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涉黑涉恶
线索的举报，营造“全民参与、人人喊打”的扫
黑除恶浓厚氛围，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不
断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一名普法干警表示。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虽然
三年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扫黑除恶是
一项长期工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今年
以来，集美坚持边打边治边建，不断完善扫黑
除恶工作长治长效机制，严防乱生恶、恶变黑。

通过全面总结专项斗争以来的工作经验、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等方式，组织人员草拟《关
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工作要点》，明
确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深入推进之年“新十件
实事”，提请区委常委会以领导小组名义下发，
确保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指导落到实处。

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切入点，将试点改
革取得成效的“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理念及配
套做法引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中，强化实践
应用，突破黑恶案件难侦查、强对抗的问题，合
力将制度的作用发挥最大效益；制定《集美区
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线索摸排移交管理
规定》，全面提升线索核查质效，区摸排打击组
上报的《集美分局扫黑除恶“打财断血”经验做
法》在全省公安机关常态化扫黑除恶优秀机制
与精品技战法集中评审获评机制组第二名。
同时，深入调研，形成《从扫黑除恶“打伞”看基

层党建的重要性》调研成果，充分运用到基层
环节选举廉政风险防控，坚持将“打伞破网”与
基层“拍蝇”、净化政治生态结合起来，巩固深
化“惩腐打伞”战果。

“我们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扫黑除恶工作长
治长效机制，让制度‘长牙’，让纪律‘带电’，久
久为功、绵绵发力，让扫黑除恶斗争制度化常
态化，进一步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进
一步让老百姓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有获得感、安
全感和幸福感。”集美区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举报方式

▲▲集美警方严厉打击各种现行犯罪集美警方严厉打击各种现行犯罪，，持持
续释放续释放““黑恶不除黑恶不除、、剑不归鞘剑不归鞘””的强烈信号的强烈信号。。

▲▲涉嫌诈骗敲诈的恶势力团伙被一锅端涉嫌诈骗敲诈的恶势力团伙被一锅端。。

集美警方以
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百日
行动”为牵
引，强化巡
逻，重拳打击
各类违法犯
罪，大力整治
各类社会治
安问题，切实
提升人民群
众 的 安 全
感。（资料图）

市民群众积极参与扫黑除恶宣传活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2022 年以来，集
美区累计打掉涉恶犯罪
集团 5个，破获九类案
件213起，移送起诉133
人。

●在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中，集美
警方截至目前打掉团伙
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9
名，破获案件20起，追赃
挽损801万元。

●在推进涉互联网
领域金融风险排查中，
集美先后打掉涉嫌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杀
猪盘”诈骗、网络传销窝
点 10 个，其中，在“断
卡”专项整治行动中，打
掉窝点55个，共计追赃
222.6万元。

“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欢
迎广大市民继续积极参与，举报
涉黑涉恶等线索，共享平安和谐
集美。”集美区扫黑办表示。

市扫黑除恶办公室
●举报电话（24小时）：
110/0592-2262190

●电子邮箱：
xmgasaoheichue@sohu.com

区扫黑除恶办公室
●举报电话（24小时）：

0592-6068302
●电子邮箱：

jmshce@sina.com

举报党员干部涉黑涉恶腐败和
充当“保护伞”线索
●举报电话：1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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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治乱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长治长效
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

宣传发动
持续营造扫黑除恶浓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