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汉、刘维

涉黑案件始末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刘汉等36人涉黑案

一审休庭 择期宣判

刘汉、 刘维等36人涉嫌犯组织、领

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

人罪等案件，自3月31日以来，分7案在湖

北省咸宁市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其中，刘

汉等10人案4月19日上午结束了法庭辩

论，刘汉等10名被告人做了最后陈述，审

判长宣布休庭，法庭将依法择期宣判。至

此，刘汉等36人涉黑案历经17天审理，一

审全部休庭。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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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在五省和三单位推行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反腐查案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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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将在河北、浙江、河南、广东、

陕西、国务院国资委、商务部、海关总署推

行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查办

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 中央纪

委副书记张军17日在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

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上称， 需要重

点把握好线索处置和查办案件向同级党委

报告的同时向上级纪委报告； 上级纪委对

线索处置、 案件查办切实加强监督指导等

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要加强反腐

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提到了三个

方向：推动纪检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

化、制度化；实现巡视和派驻“全覆盖”；健

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

纪检双重领导体制是指各级纪委在同

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工作。 过去

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只是业务上的领导，

而纪委的人、 财、 物领导都在同级党委手

里，容易出现“同级监督软”的局面。强调

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 强化

了纪委办案的相对独立性。

会上，试点单位河北、浙江、河南、广

东、陕西省纪委，国务院国资委纪委，驻商

务部、海关总署纪检组负责人和中央纪委

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试点准备工作进行了

交流。张军要求，试点单位要尽快启动试

点工作， 中央纪委联系试点单位的纪检监

察室要履行好监督、指导职责。

据北京青年报

昨日上午8时40分，中国最后一位红

色娘子军战士卢业香在海南省琼海市中

原镇排田村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昨日上午， 卢业香老人的儿子翁祚

雄告诉记者，凌晨3点，他们突然接到母

亲病危的通知，于是赶紧前往医院。早上

7点左右，他们把母亲从医院接回中原镇

排田村家中。

“妈妈一直坚持到8时40分，当时我

紧拽着她的手， 但仍挽留不住最后一丝

余温。”翁祚雄说，母亲临去世时并没有

留下什么话，特别安静地“走”了。

红色娘子军， 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 是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的一支武装力量。 卢业香于1914年

农历11月13日出生在琼海市，1931年参

加红色娘子军， 曾任红色娘子军连2排2

班班长。先后经历过“沙帽岭伏击战”、

“炮轰白石岭” 等一系列战斗。 在拔除

(琼海)文市炮楼战斗时，卢业香的左手

中指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 卢业香曾化

装成农妇，一人深入敌堡附近侦察，也曾

赤手空拳俘虏国民党的两名“民团”。部

队化整为零后，她回到家中，这里森林茂

密，尽管敌人经常搜捕，但机智的她凭着

对地形的熟悉，每次都让敌人扑空。

今年1月，100岁的卢业香老人因右

脚趾烫伤， 被家人送往琼海市人民医

院。 急诊科ICU室主任医生王光权表

示，卢业香自入院后，就一直不能开口

说话，也不能用肢体语言表达，一直躺

在病床上。

据法制晚报

“从我们查办的案件来看，很多案发单位

不是没有监督制度， 而是制度没有得到真正落

实，形同虚设。”江苏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弘

强说。

“一些领导干部把党内生活庸俗化。当老

好人，不得罪人，这样反而得高票。”云南省委

书记秦光荣说。

“中央纪委机构改革中，新设了一个重要

部门是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 加强和完善内部

监督机制，形成监督管理的闭合系统。”中央纪

委常委、中央编办主任张纪南说。

直言腐败现象，坦陈办案难点，公开应对措

施……近期， 中纪委网站密集邀请了一些地方

纪委和省委“一把手”做客网络直播室，围绕反

腐倡廉谈各自的反腐进展、 发现的问题和解决

对策。

目前已有来自江苏、云南、甘肃、黑龙江和

中央编办的五位官员亮相发声谈反腐。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在老百姓眼里，纪委一

直是比较“神秘”的部门，甚至一些政府官员们也

不知道纪委平日里都干些什么，又是怎样办案的。

“谁来监管监管者”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疑问。

从中纪委开设门户网站设置 “我要举报”

“廉政留言板”专栏，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通

近千政务微博， 直至高层纪委官员透过网络直

陈反腐利害，中共在“开门反腐”方面的动作正

在逐步加码，力求反腐倡廉更加公开透明。

“机构改革后，中纪委执纪监督相关部门的

数量和人员分别占到内设机构总数和人员编制

总数的近70%。在维持编制不变的情况下，直接

从事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的人员增加了100多

名。”最近一次被邀请做客中纪委网站访谈的张

纪南回答了主持人十多个问题， 其中就包括中

纪委自身的改革。

张纪南是中纪委网站开通以来第一位与网

友交流的不驻会常委。 他还向网友介绍了中纪

委不驻会常委的人数情况以及所承担的职责和

任务。

对于普遍反映的监督制度落实不到位、一

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 纪委高官们纷纷支招贡

献对策。

“江苏省探索建立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提

醒谈话制度， 一些地方还积极开展下级党委政

府主要负责人向上级党委、 纪委述职和述廉工

作。”弘强向网友介绍说。

“对不认真落实责任制、发生重大案件和不

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地方， 既要追究当事人

的责任，又要追究党委的主体责任，也要追究纪

委的监督责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黄建盛对网友说。

据新华社

最后一位

娘子军战士辞世

享年100岁

卢业香生前留影 新华社发

“各级纪委高官透过网

络自揭面纱， 是主动把自己

置身于人民群众当中的大胆

举动， 这让人们感受到党和

国家反对腐败的决心和勇

气， 有利于增强全社会治理

腐败的信心。”中共中央党校

党建部副教授吴辉说。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戴焰

军认为， 这其实透露出两个

信号： 一是反腐没有灰色地

带， 反腐主体自身也要接受

监督； 二是对反腐官员也要

有问责制。 而这一切都要在

群众监督下进行， 进行真正

意义上的“开门反腐”。

透露信号

增强信心

昨天上午9点，浙江温州苍南县城关灵溪

镇发生一起城管与群众的冲突事件在网络上

炸开了锅。 城管执法时将一名拍照的群众打

倒后，随后引发群众围堵城管执法车辆。冲突

过程中5名城管工作人员被打伤，其中两人休

克、伤情危重。

当地县领导组织警力及时处置， 围观群众

被陆续劝离。目前伤者正在进一步救治。

城管执法时打伤一名拍照的群众

事发地是苍南县的城关灵溪镇，上午，镇城

管局组织工作人员来到农贸市场附近对占道经

营的商户进行执法。

记者从城管部门了解到， 当天他们出动了

城管执法人员， 还有他们临时叫过来的协助他

们搬离占道物品的工人。 苍南县城管局法制科

何科长告诉记者，因为农贸市场旁边人多、经营

户多，占道经营情况比较严重，当天只是一次常

规的整治工作，经常开展。

上午9点左右，城管人员来到大门路与康乐

路交叉口执法时， 发现沿街一商户把煤气灶等

物品摆放在过道上，存在违法占道经营行为。执

法人员当即要求商户按规定摆放物品， 停止占

道经营，该商户不予配合，并阻挠城管的执法。

其间，一名过路的群众黄某看到这一情景，用手

机对执法现场进行拍照。

执法人员看到了黄某用手机对他们进行拍

照，便要求他不要拍。但是黄某并没理会。于是双方

发生了冲突。 记者从有人上传的现场视频中看

到，黄某当时倒在地上，满口鲜血，画面可谓触

目惊心。现场引来了许多群众进行围观，有的群

众一边拨打电话，可能在拨打急救电话或报警。

据苍南新闻网发布的消息， 城管打伤黄某

后，执法人员报了警，县110及时赶往现场进行

处置，120第一时间将黄某送往县人民医院进行

救治。经医生诊断，黄某身体无大碍，情绪稳定，

继续留院观察。

一条谣言引发群众围堵城管？

但此事进一步发酵， 引发越来越多的群众

对城管执法车辆进行围堵。 当时城管执法人员

正在撤离，其中有一辆车被围困。记者从现场的

视频中看到，许多人将一辆面包车围住，砸破了

车窗，围堵的群众估计达上千人之多。记者电话

连线苍南县城管局法制科何科长，他说当时被围

困的车里有5名城管工作人员。

这5名城管工作人员没有撤离出来，被人群

围住、遭到殴打。从上午事发到下午警方出动劝

离群众，5名城管工作人员遭到围殴的时间比较

长，伤势也较重，其中两人休克。

苍南县官网“苍南新闻网”昨天晚上8点发

布消息称，引发这起事件，是因为城管打伤黄某

后，有人在网上发布了“城管打人致死”的谣

言，“致使围观群众聚集， 秩序混乱，5名城管人

员被围困殴打。”

据县政府发布的消息， 被城管打伤的黄某

现在伤情稳定。 他先被送往县人民医院接受治

疗，经医生诊断身体无大碍，情绪稳定。下午，应

家属要求， 黄某转往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接受进一步治疗。受伤的5位城管工作人员已送

医院。经诊断，2名工作人员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目前病情危重， 正组织抢救；3名工作人员多处

软组织受伤，正接受治疗。

苍南县城管局法制科何科长介绍说：“据我

了解， 这5名城管工作人员并不是正式城管员

工， 他们是城管临时叫来协助搬运占道的石块

等物品的。 因为有些经营户门口会放一些石块

防止外人停车影响小店生意。 以前他们也常常

叫这些临时工人来搬运。”

事发后，苍南县政府十分重视，组织警力进

行救援和劝离群众工作。据官方发布的消息：当

天下午4点左右，公安部门组织人员进场劝离群

众，到晚上8点多，围观群众被劝离，现场秩序基

本得到控制。

据现代金报

浙江苍南城管打伤一名拍照群众后引发冲突

5名“城管”被打伤送医院

开门反腐

中纪委网站密集邀请“反腐一把手”发声

群众围困城管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