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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实习生 许子初）4月 23日
至 5月 7日，河南省公安厅
组织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了
2019年“雷霆11号”扫黑除
恶行动，对经营成熟、具备
收网条件的涉黑涉恶团伙
和涉黑涉恶逃犯进行了集
中收网。其间，打掉涉黑涉
恶团伙 99个，抓获涉黑涉
恶犯罪嫌疑人 1051人，其
中抓获涉黑涉恶逃犯 166
人，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1456起，查封、扣押、冻结
涉案资产2.9亿元。

其中，郑州新密警方打
掉樊某和范某两个恶势力
犯罪集团，抓获并刑拘 274
人，扣押资产 280万元。开
封警方打掉李某涉黑团伙，
抓获并刑拘 33人，破案 15
起，查扣资产 5000 万元。
洛阳偃师警方打掉董某恶
势力集团，抓获并刑拘 77
人，嵩县警方打掉吴某恶势
力犯罪集团，抓获并刑拘
39人。焦作打掉李某涉黑
团伙，抓获并刑拘 33人，破
案 9起，查扣涉案资产 309
万元。三门峡警方打掉陈
某涉黑团伙，抓获并刑拘
16人，破案 7起，查扣资产
4000万元。

行动期间，按照河南省
公安厅党委要求，各地公安
机关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一把手”亲临一线、靠前指
挥，有关警种部门协作配
合，成立行动专班，发挥警
种优势，各参战民警牺牲五
一休息时间，日夜奋战，形
成工作合力。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河南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
采取发布联合通告、悬挂
标语横幅、发表电视讲话
等形式，向社会公布了举
报电话和举报方式，建立
了有奖举报和证人保护制
度，广泛发动群众举报涉
黑涉恶问题。截至目前，
河南公安机关共接受群众
举报线索 47665 条，从中
打掉黑恶团伙 269 个，向
337名群众兑现举报奖金
166.95万元。

据悉，近日，河南公
安机关将再次集中对 77
名 举 报 群 众 兑 现 奖 金
47.05 万元。河南省公安
厅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
人民群众，希望大家更加
积极踊跃大胆举报黑恶
线索，同黑恶犯罪作坚决
的斗争，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实习
生 许子初）昨日，省公安厅通报五
起涉黑案件。

郑州巩义李应周涉黑案

2018年 7月，郑州巩义市公安
局经过缜密侦查，成功摧毁了长期
把持巩义市米河镇水头村基层政
权的李应周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16人，破案2起，查封、扣押、冻结涉
案资产417万元。

洛阳汝阳王彦成涉黑案

2018年 3月，洛阳汝阳县公
安局成功打掉了一个盘踞在洛阳

栾川县庙子乡庙子村的涉黑组
织，抓获以王彦成为首的犯罪嫌
疑人 10人，破案 26起，冻结涉案
资金 2960万。

周口集聚区苑道功涉黑案

2018年 6月，周口市公安局产
业集聚区分局经过缜密侦查，一举
打掉了长期把持基层政权的苑道
功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20人，破
案49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
605万元。

郑州荥阳张军岭涉黑案

2018年 5月，郑州市公安局将

马寨镇张寨村张军岭等人涉黑团
伙指定荥阳市公安局侦办，荥阳市
公安局迅速行动，抽调精干力量组
成专案组，缜密侦查，成功打掉了
以张军岭为首的农村涉黑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 21人，破案 48起，查
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1660万元。

驻马店西平刘杰涉黑案

2018年3月，驻马店西平县公安
局根据群众举报开展核查，发现刘杰
等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犯罪证
据，经过一个月的侦查，抓获以刘杰
为首的嫌疑人 23人，破案 18起，查
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435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鲁燕 通讯员
赵栋梁）南阳市镇平县法院对胡某
某等 18人涉黑案进行一审公开宣
判。主犯胡某某犯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
毁坏财物罪、故意伤害罪、非法占
用农用地罪、强迫交易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5年，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马某某等其
余 1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13年零

6个月至 1年零 6个月不等的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2000年 9月，胡某某伙同王某
某、马某甲在镇平县幸福路与中山
街交叉口将朱某某伤害致死，胡某
某与马、王相互包庇且形成攻守同
盟，致使胡某某逃避法律打击。
2007年胡某某参与镇平某植物油
厂土地竞标，伙同杨某某殴打竞标
对手马某乙，并持刀威逼马某乙喝

尿。2014年以来，胡某某伙同他人
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在镇平县
城关镇菜市街非法拆迁开发。

镇平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
告人胡某某等人形成了人数较多
且稳定的犯罪组织，通过实施违
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称霸
一方，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经
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遂作
出以上判决。

B区H村的安置小区邻接
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及交通
主干道。2018年初，H村委会
拟对其管理的安置小区配套商
业街进行招商，消息一经发布
前来商谈的商户络绎不绝。商
人毕某通过正常渠道未能租到
商铺，便向其老同学、时任辖区
办事处主任的单某寻求帮助。
通过单某打招呼，毕某以低于
市场价承租到商铺。2019年
初，B区纪委监委接到群众对于
单某的举报。那么，对于单某
的做法，应给予何种处理？

答：《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第十章第一百二十六条规
定：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
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有下
列行为之一，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
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
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
服务等活动的；

（二）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
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
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
转让、重大项目投资以及其他
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的；

（三）干预和插手批办各
类行政许可和资金借贷等事
项的；

（四）干预和插手经济纠
纷的；

（五）干预和插手集体资
金、资产和资源的使用、分配、
承包、租赁等事项的。

本 条 是 2015 年 修 订《条
例》时增加的条文，吸收了2010
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第七条的
内容，2018 年修订对本条未作
修改。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竞
争经济、信用经济，改革的一个
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
场中介组织分开，不断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充分
发挥出来。党员领导干部违反
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

动，不仅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破坏公平竞争原则、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而且会滋生大量腐
败行为。

近年来，农村集体资产在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得到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盘活用
好农村集体资产，是发展农村
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
础。党员领导干部接受他人请
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力，向相关部门、单位或者有关
人员以打招呼、说情、暗示等方
式变相提出要求，是利用职权
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的行为，不但影响农村集体资
产的正常经营活动，给集体资
产造成损失，也给权力“寻租”
留下了空间。严禁党员领导干
部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既是严管更是厚爱。

单某碍于人情，干预和插
手集体资源的租赁事项，违反
了工作纪律。B 区纪委对单某
的违纪问题进行审查后，根据
其违纪事实和情节，经纪委常
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单某
党内警告处分。记者 董艳竹

A
马某是S区某局党员领导干

部。近日，马某的亲戚王某因涉
嫌赌博被刑事拘留。马某受王
某的家人请托，在案件审查起
诉、审判等环节，多次托人找到
案件的相关经办人打听案情，希
望对王某从轻处理。针对马某
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

答：《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第十章第一百二十七条规
定：“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
定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执纪执
法活动，向有关地方或者部门打
听案情、打招呼、说情，或者以其
他方式对司法活动、执纪执法
活动施加影响，情节较轻的，给
予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党员领导干部违反
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公共财政
资金分配、项目立项评审、政府
奖励表彰等活动，造成重大损失
或者不良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
处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执法监
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干

预，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
护主义，惩治执法腐败现象。
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
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
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
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
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
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
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
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造成冤假错案
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本条是 2015 年修订《条例》
时增加的条文，吸收了 2010 年

《廉政准则》第五条第（三）项“妨
碍涉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
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案件
的调查处理”的内容；2018 年修
订在第一款增加“打听案情”。

马某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出
于私情，向有关部门打听案情、
打招呼、说情，影响了执纪执法
和司法工作，违反了工作纪律。
鉴于马某的违纪行为情节较轻，
根据《条例》相关规定，经区纪委
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马某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领导干部不得干预司法活动 领导干部不得插手市场经济活动B

我省警方“雷霆11号”收网
半个月打掉99个涉黑涉恶团伙

省公安厅通报5起涉黑案件

镇平县18人涉黑被判刑

案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