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四川省扫黑办主任杨勇
介绍，三年来，四川省专项斗争
成绩斐然。截至2020年12月底，
全省依法打掉涉黑组织148个，
涉恶集团和团伙1468个；一审、
二审判决涉黑涉恶案件1397件、
11845人；依法查封、冻结、扣押
涉案资产174.46亿元。2020年人
民群众对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满意率达97.54%。

全省破获涉黑涉恶刑事案
件11192件，带动侦破历年积案
400余件。同时组建追逃专班，
对逃亡境内外的55名逃犯抓捕
归案。

同时强化“打财断血”。建立
健全省市两级涉黑恶财产查控
中心机制，构建由公安牵头，证
监、税务、人民银行、房管等多部
门参与的涉黑恶财产一体化查
控运行模式，确保涉案资产依法
甄别、准确认定。

全省生效判决涉黑涉恶财
产刑执行到位率87.12%，依法托
管代管资产在亿元以上涉黑组
织涉及的相关企业37家，有力摧
毁了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有效维
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坚持“一案一专班”，组建
105名公安骨干，63名检察骨干，
421名法官骨干，组成专业人才
库，同时组成100名法律援助辩
护律师库，确保案件依法高质高
效办理。谢江涉黑案受到公安部
通令嘉奖，泸州张虎跃涉黑案、
宜宾饶氏兄弟涉黑案、南充何硕
涉黑案、达州罗维么涉恶案等入
选全国典型案例。

深挖“伞网”，将“打伞破网”
作为主攻方向，通过领导包案、
挂牌督办、直查直办、回溯核查
等方式，对黑恶势力“关系网”

“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省纪委监委对17件重点案件实
行领导包案、现场督办。9个纪检
监察室组织专门力量，下沉各市
（州）督促指导“打伞破网”。全省
立案审查调查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3983件，处理6556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698人、
移送司法机关440人。

从快查处涉“关系网”“保
护伞”线索，采取上提一级或异
地交叉办理等方式组织核查。

严格落实线索双向移送、核查
反馈、信息交换、会商研判等
机制，确保对涉黑涉恶案件和

“保护伞”问题同步介入、同步
核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与政法机关双向移送问题线
索 7095 条 ，纪 检 、公 安“ 双 专
班”侦办案件835件。

严格落实“一案三查”。以
“打伞破网”、追责问责促工作
提升，全省通报曝光涉黑涉恶
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典型案例
1106件。

严厉整治“村霸”问题。依法
严厉打击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
坏基层换届选举、插手村级事
务、垄断农村资源、侵占集体资
产等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全省打
掉农村涉黑组织56个、涉恶集团
和团伙609个，“村霸”问题得到
全面惩治。

全面落实村“两委”成员资
格县级联审，四川持续净化村

“两委”队伍。摸排整顿软弱涣散
村党组织5023个，清理不胜任不
尽职村党组织书记1769人，清理
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
黑涉恶问题村干部331人。

2018年，以部署开展“黄赌
毒”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为重点。
2019年，部署开展交通运输、市
场监管、住建、水利、文化旅游等
五大重点行业领域乱点乱象专
项整治行动。2020年，又拓展部
署教育、医疗、自然资源、金融放
贷、信息网络等十大行业领域乱
象专项整治。充分发挥“三书一
函”作用，全面落实“每案必建
议”“一案一整治”要求，全省制
发“三书一函”4133份，全部得到
整改反馈。

四川省扫黑办每年对平安
建设满意度低、治安问题突出、
基层基础薄弱、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乱点乱象地区进行挂
牌，三年累计挂牌整治突出乱
点乱象地区46个。打好组合拳，
既严打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金
融诈骗、“套路贷”等新型网络
违法犯罪，又将专项斗争与彝
区脱贫攻坚、禁毒防艾，涉藏地
区反分维稳、反恐防暴等紧密
结合，2020年，平安四川建设群
众满意度达98.72%。

从2018年1月开始到今年初，四川省与全国同步开展了为期三
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圆满收官，取得累累硕果。

4月26日15时，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四
川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邀请了四川省扫黑办、
省纪委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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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多起案件中，148起是有组织犯罪

查处厅级干部9人，县委书记1人
省纪委监委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四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
案审查调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问题3983件，查处6556人，“打伞
破网”的战果一直稳居全国前列。

在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26日
举行的四川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
闻发布会上，四川省纪委监委党风政
风监督室副厅长级主任余民对此介
绍说，主要采取了“约谈督导”加压
力、“挂牌包案”强火力、“提级异地”
破阻力等措施。

四川省纪委监委紧盯“关键少数”，
推动各级各部门扛起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政治责任。省纪委监委约谈了4个市
（州）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责成各地先
后对零查处“保护伞”的88个县开展约
谈。省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多次深入基
层调研督导，靠前指挥，为深入推进扫
黑除恶提供坚强有力指导。针对中央
督导组反馈的意见，组成9个监督检查
组，全覆盖开展督导，确保整改落实到
位。同时，聚焦要案、重案、难案，实行
挂牌督办，由领导班子成员包案推进。
包案领导对重点案件既“挂帅”又“出
征”，示范带动市、县两级纪委监委挂牌
督办558件。目前，已重点查处了厅级干
部9人，县委书记1人，县区长1人。

省 扫 黑 办

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
日），由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主
办，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市场
开发和活动策划部承办的成
都大运会知识产权保护“进
校园、进社区”主题宣传系列
活动第二站在成都理工大学
举行。成都大运会执委会、成
都理工大学师生代表共计
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成都大运会通过开展
设计作品征集、主题辩论比
赛、知识竞答、体育舞蹈表
演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宣传活动，对大运会知识产
权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表达，
更好地带动了全民对成都
大运会知识产权保护的了
解和参与。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李博

“2020年，成都市专利授
权量持续位居副省级城市前
列，成都商标受理窗口商标注
册申请受理量位居全国地方
受理窗口第一位，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登记量位居全国第五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
权日，作为知识产权宣传周活
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成都市市
场监管局（市知识产权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的

《2020年成都市知识产权发
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披露
了以上内容，同时还透露，今
年将启动知识产权赋能中心
建设，实行3年建设支持期，
按年度绩效评价结果给予资
金支持。此外，成都还将在全
市设立四个知识产权托管中
心，每个托管中心将托管企业
500家以上，推动知识产权转
移转化300件以上。

成绩：
成都市专利授权量持续
位居副省级城市前列

白皮书显示，2020年，成
都市专利授权量持续位居副
省级城市前列，成都商标受
理窗口商标注册申请受理量
位居全国地方受理窗口第一
位，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量位居全国第五。全市获得
中国专利奖18项，创历年新
高，其中，金奖1项、银奖1项、
优秀奖16项。郫县豆瓣、蒲江
雀舌列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首批互认名单。创新发布成
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品

“知贷通”，全国首个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知识产权融资服
务平台在蓉试运行。同时，成
立全国唯一的知识产权交易
场所联盟。成立中国数字版
权产业联盟。西部首个区块
链电子存证平台与区块链执
行和解平台落地郫都区法
院，并设立295家知识产权维
权工作站，构建全域成都的
非诉纠纷调解网络。

“新引擎”：
启动知识产权赋能中心
建设

在第21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来临之际，成都再次端出
含金量十足的知识产权保护

“大礼包”——今年开始启动
知识产权赋能中心建设，以
高水平知识产权服务推动成
都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据了解，知识产权赋能
中心将以产业头部企业和“爬
坡”企业为工作重心，依托专
业运营机构，重点围绕知识
产权高质量创造、高效益运
用、高标准保护、高水平管理
四个方面实施精准赋能，引
导企业提升知识产权自主创
新能力和核心竞争优势。

据介绍，全市将按区位
设立四个托管中心，通过政
策引导和强化服务，将中小
微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起
来，每个托管中心托管企业
500家以上；将高校院所、大
型企业、龙头企业的知识产
权运用起来，进一步拓宽知
识产权托管服务范围。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历时半年之久，由四川
省委网信办、四川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经千万网友投
票产生的“2020四川最受网
民 喜 爱 的 网 红 打 卡 地
TOP100”榜昨日在成都正
式揭晓。

4月26日上午，“2020四川
最受网民喜爱的网红打卡地”
网络评选颁奖典礼在成都锦
江宾馆举行。

“这次评选出的100个四
川最受网民喜爱的网红打卡
地，是以网络投票多少决定
的，可以说这是一次真正由
网民决定的评选。”主办方相
关负责人表示。据统计，活动
期间，网红打卡地投票数近
3000万，整个活动参与网民
总数突破1亿人次。

从网络投票结果看，成
都、泸州、绵阳、阿坝、乐山、
凉山、甘孜上榜打卡地排名
靠前；从分类看，景区景点
入围比例占了一半，其它为

校园、公园、书店、街区、村
镇、景观、建筑、美食等“打
卡地”。

从上榜的名单看，既有
三星堆遗址、成都大熊猫基
地、九寨沟、乐山大佛、自贡
恐龙博物馆等四川传统著名
景区，也有五岔子大桥、春熙
路IFS大熊猫、美食街香香
巷、竹艺村等知名新晋网红
打卡地。

专家评委表示，此次上
榜的100个网红打卡地，基本
涵盖了四川人“吃、住、行、
游、购、娱”各环节的文旅体
验和消费场景，具有四川特
色，基本呈现了时代发展的
新面貌、新风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扫一扫查看
“2020四川最
受网民喜爱的
网红打卡地
TOP100”名单

首届成都离退休干部
“锦城公园喜乐汇”活动举行

“2020四川网红打卡地
TOP100”出炉

成都启动知识产权赋能中心建设

实行3年建设支持期

成都大运会知识产权保护进校园

四川晒扫黑除恶成绩单：

三年打掉148个涉黑组织
55名逃犯抓捕归案

与减刑、假释挂钩，倒逼犯罪分子“黑财清底”

省高级人民法院

4月26日~27日，记者实地探访乐西
高速公路建设施工现场，大凉山1、2号隧
道，苏坝特大桥，子莫格尼特大桥等控制
性工程正加紧施工，整条高速雏形已现。
作为首条深入大小凉山腹地的高速公
路，未来该线建成后，成都至西昌通行时
间将进一步缩短，成都平原经济区与攀
西经济区之间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

双向4车道
设计时速80公里

27日上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在大凉山1号隧道出口处看到，与以往双
洞隧道不同，该隧道中部还设有一个单
独的圆洞，地面上铺着长长的轨道。

据四川交投川高乐西公司K2项
目部总工刘晓春介绍，大凉山1号隧
道是乐西高速控制性工程之一，全长
15366米，是目前省内乃至西南地区在
建和已通车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也
是第一个采用TBM平导方案+主洞钻
爆法施工方案施工的高速公路隧道，
填补了国内高速公路利用TBM施工
工艺辅助隧道施工领域的空白。

据了解，乐西高速公路是乐山市至
西昌高速公路，线路起于乐山市中区，
经凉山州雷波、美姑，止于昭觉。

作为四川省交通重点项目，乐西高
速公路穿越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从海拔

600多米的川西南山地爬升到海拔2000
多米的高原草甸，线路高差达1450米，
具有工程规模大、桥隧比例高、地质地
形复杂、进场通道差等特点。全线共设
桥 梁 87 座 ，隧 道 36 座 ，桥 隧 比 高 达
81.78%。设置苏坝、大风顶等9处互通式
立交、服务区3处、停车区2处。

全线设计路线全长151.753公里，主
线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建
设，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按照分段通
车计划，美姑县九口乡至昭觉县城段将
于2023年年底率先建成通车，马边县至
雷波县谷堆互通将于2024年通车，雷波

至美姑段将在2025年通车，至此全线建
成通车。

建设难度大
为建高速修的便道长达253.7km

“乐西高速公路建设难度堪比雅西
高速公路，甚至从地质影响来说，其全
线断碎破裂带多、巨型滑坡也多，这一
点来看比雅西还难。”据乐西高速公里
项目负责人兰富安介绍，“由于项目位
于无人区、自然保护区等人迹罕至的地
方，很多地方想要进场施工，首先要修
建进场便道，其次要建基站、电厂为施

工提供方便。”兰富安说，经过努力，目
前共建成便道56条，长度达253.7km，相
当于乐西高速主线长度的1.68倍。

“便道的建设也为沿线村民提供了
便利，以前村民进出要40分钟的路程，
现在只需十多分钟就可以走出去。”兰
富安告诉记者，乐西项目施工完成后便
道将永久保留下来，无偿提交给政府，
为地方铸就一条富民通道。

与雅西高速不同，正在建设中的乐西
高速，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其建成后将
成为一条满足车辆全天候通行的高速。

据兰富安介绍，为了克服积雪冰冻
对高速通行带来的不利影响，乐西高速
公路在勘察设计方面，通过“压顶抬底”
的方式，将线路里程由工可的169.69公里
优化为151.753公里，缩短17.937公里。同
时，将最大纵坡降至2.9%，平均纵坡低于
2.5%。据悉，乐西高速建设中将采用抗凌
冰路面。线路建成后，将搭建智慧管理平
台，通过在全路段安装摄像头等感知系
统，实现对路段内冰雪冰冻灾害的提前
预警，提前加热路面除掉冰雪。

兰富安表示，乐西高速公路建成
后，将比雅西高速公路更便捷、更顺畅，
未来其将有效分担雅西高速的巨大通
行压力，甚至将成为来往成都与西昌之
间的主要通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闫宇恒 摄影报道

乐西高速雏形初现
全线预计2025年通车

该线建成后，成都平原经济区与攀西经济区之间联系将更紧密

▲苏坝特大桥效果图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扫
黑办副主任白宗钊主要介绍了如何进
行“黑财清底”。他介绍说，四川法院针
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打财断血”多措
并举，因案施策，综合运用依法判处财
产刑和全面及时处置涉案财产相结合，
并通过与减刑、假释挂钩，倒逼犯罪分
子自动履行等方式确保“黑财清底”。

坚持通过庭审查实涉案财产的
性质、权属等情况，再以判决附表形
式明确扣押财产的处置方式，应判
尽判，彻底铲除黑恶犯罪的经济基

础。三年专项斗争当中，四川法院对
黑恶犯罪判处的财产刑及追缴、没
收违法所得共计26.9亿元。

严格执行断血清底，开辟“立、审、
执”一体化绿色通道，三年来，四川法
院共执结“黑财清底”的案件1800余
件，实际执行到位23.49亿元，生效涉
黑案件财产刑执行到位率100%，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有效防止
四川省黑恶势力的死灰复燃。

本组稿件由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严丹 采写

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省扫黑办副
主任王雄介绍，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四川
公安切实落实中央和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的意见，在公安部的坚强
领导下，始终坚持严打方针，在三年的
斗争当中共破获1600多起黑恶犯罪案
件，其中有148起是有组织犯罪。

四川公安成功侦破一批侵蚀基
层政权组织的黑恶犯罪案件。这些都
是在农村地区，利用家族势力，大肆
攫取集体经济利益和侵占群众利益，
比较典型的有德阳李昌清涉黑案，在
这个案件中共移送起诉18人。四川公
安还成功侦破一批严重暴力黑恶犯
罪案件。这类案件主要是以开设赌
场，依托黄赌毒，依托高利贷，依托敲
诈勒索、强迫交易等犯罪活动，大肆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一批“套路贷”黑恶犯罪案件也
被侦破。这类是依托非法放贷等名义

敲诈、诈骗。在敲诈、诈骗不能得逞的
情况下，大肆采取硬暴力和软暴力手
段侵害群众利益。特别是乐山汤家华
涉黑案，共移送起诉35人，涉案金额
高达1.54亿元，该团伙以收服务费、缴
纳违约金、手续费、中介费等等名义，
签订虚假合同，骗取受害人高额利
润，不光是骗取受害人的合同本金、
利息，而且通过肆意违约侵害群众其
他的财产利益，致使4名大学生因为
网贷催债自杀，3名受害人因催债自
杀未遂，16人因催债造成身心影响。

而垄断行业领域的黑恶犯罪案
件，主要是依托一些行业，为抢占市
场、抬高物价、排斥竞争对手，采取暴
力手段、强迫交易等违法行为，大肆
侵害群众利益。四川公安成功侦破的
一批相关案件中，比较典型的有攀枝
花朱坤礼涉黑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82名，破获刑事案件33起，缴获涉案
资金4.22亿元。

游锦城公园，享幸福生
活。4月26日，首届成都市离
退休干部“锦城公园喜乐
汇”活动在青龙湖湿地公园
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广泛组
织离退休干部走进新公园、
体验新生活、畅谈新变化，
让广大老同志亲身感受绿
道蓝网、茂林修竹、美田弥
望的城市界面，乐享城景相
融的生态宜居场景，体验现
代化新天府的城市美学，引
领带动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城市建设、感受城市温度，
讴歌建党百年城市巨变。

本次活动赛道位于青龙
湖湿地公园二期。据了解，青
龙湖二期占地面积约6080
亩，其中水体面积1648.5亩，
是成都市生态环境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全长3.3公里的
环湖智慧跑道，通过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可
以实现用户在跑步时实时了
解自己的运动数据。

活动现场，来自成都市
级各部门、各区（市）县和市老
协、老体协、老科协的老同志
代表近3000人参加。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