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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日前，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公开曝光 6 起涉黑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
例。这 6 起典型案例是：

辽宁省丹东市原副市长刘胜军、丹东市政协原
副主席杨乃文、凤城市委原书记高峻，为宋琦、宋鹏
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宋氏兄弟涉黑组织长
期盘踞、垄断丹东东港海陆市场，涉嫌故意杀人、聚
众斗殴、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罪名，长期称霸一方、
欺压群众，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2008
年至 2017年，刘胜军、杨乃文在担任东港市市长、市
委书记，高峻在担任东港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
任、凤城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明知宋氏兄
弟团伙从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仍收受二人贿
赂，在工程承揽、返还土地出让金等方面提供帮助；
纵容支持该团伙使用暴力手段威胁、打击竞争对
手，并出面调解有关事件。东港市区的市政、房屋、水
利等 3 类工程项目，宋氏兄弟名下公司获得项目占
总量的四分之一，宋氏兄弟分别连续当选市县两级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刘胜军、杨乃文、高峻还存在其
他违纪违法问题，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并被判处有期徒刑。

浙江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阮文广、杭
州市公安局党委原副书记朱伟静等人为虞关荣涉
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虞关荣涉黑组织长期
盘踞在杭州市滨江区，采取“以商养黑”“以黑护
商”的方式，非法垄断当地土方工程项目，攫取巨
额利益。2005 年至 2018 年，阮文广、朱伟静明知
虞关荣有涉黑涉赌背景，仍长期出入其会所，带领
下属与其吃喝，为其充当“门面”，放弃查禁职责，
包庇纵容该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杭州市高新区党

工委（滨江区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王慎非，
对涉及虞关荣的问题举报避而不查，反而以通风
报信、出谋划策等方式帮助其逃避打击。阮文广、
朱伟静、王慎非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均受到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湖南省益阳市委原副秘书长邓宗祥等人为夏
顺安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及有关职能部门失职
失责问题。夏顺安涉黑组织长期在洞庭湖区违法
修建矮围，采取威胁恐吓、强占渔船等方式欺压百
姓、称霸一方，通过实施有组织违法犯罪，攫取巨
额非法利益。2009 年至 2016 年，邓宗祥在担任沅
江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收受夏顺安贿赂，帮助
其当选省人大代表，对省委省政府多次关于整治
下塞湖矮围的部署置若罔闻，为该组织充当“保护
伞”。2009 年至 2011 年，沅江市交通运输局原党
组书记、局长王正良在担任漉湖芦苇场党委书记、
场长期间，收受夏顺安贿赂，违规签订承包合同，
为该组织长期侵占洞庭湖湿地提供支持和便利。
邓宗祥、王正良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均受到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原省
畜牧水产局）、省水利厅、省林业局（原省林业厅）
等部门和益阳、岳阳两地市县党委和政府有关部
门，因履职不力、执法监管缺位被问责追责，103
人受到相应处理。

江苏省沛县原副县长、公安局长曹为民为张
光明等多个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曹为民
在担任徐州市公安局云龙湖景区分局局长、沛县
公安局长期间，与张光明、王在清等多个从事黄赌

毒违法犯罪活动的涉黑组织头目称兄道弟、沆瀣
一气，收受贿赂，插手干预有关案件查办，多次提
前向涉黑组织头目通风报信，帮助相关涉黑组织
及其成员逃避查禁打击。曹为民还存在其他违纪
违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
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广东省清远市水务局水政监察支队原支队长
李耀斌、尹冬清为陈志辉、陈献金涉黑组织充当
“保护伞”问题。20世纪 90 年代以来，陈志辉、陈
献金涉黑组织盘踞在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大沙塘
村，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众多违法犯罪活
动，非法垄断北江干流清远河段的河砂开采，攫取
巨额非法利益。李耀斌、尹冬清收受贿赂，长期包
庇、纵容该犯罪团伙非法盗采河砂、暴力排挤他
人，在上级有关部门执法检查前为其通风报信，对
其组织盗采河砂人员降格处理，致使该组织不断
发展壮大，国家矿产资源遭受严重破坏，公共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李耀斌、尹冬清还存在其他违纪违
法问题，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
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原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含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件及背后的“保护伞”问题。1995 年至
2018 年，李含富操控破坏选举，长期把持村级政
权，将数十名组织成员或家属违规发展为党员，严
重破坏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强揽工程、强收管理
费等，非法控制小庄村及周边建筑行业；纠集组织
成员，暴力勒索企业或个体经营户钱财，辱骂殴打
村民、入室打砸，多名被害人不敢报警、长期外出
躲避，群众称其为“南霸天”；拉拢腐蚀多名党员领

导干部，违规获取多项政治荣誉。2000 年至
2016 年，鹤壁市鹤山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
记、主任游国庆在担任鹿楼乡乡长、党委书记及
鹤山区委常委等职务期间，违规帮助李含富长
期把持基层政权、获取各类政治荣誉、干预刑事
案件查处。1994 年至 2010 年，鹤壁市公安局原
党委委员刘希宽干预涉及该组织成员的多起刑
事案件处理。李含富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
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游国庆、刘希宽均受到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从曝光的 6 起典型案例看，充当“保护伞”
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明知对方是涉黑
组织或系其成员，有的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
响违规干预司法活动，包庇犯罪分子逃避查禁
打击、减免刑事处罚；有的不依法履行职责，对
违法犯罪行为放任纵容；有的利用手中审批监
管权力，帮助谋取不法经济利益，导致有关涉黑
组织不断坐大成势、日益嚣张猖獗。更有甚者，
有的公职人员直接下场参与涉黑犯罪，欺压群
众，为非作恶。这些“保护伞”及涉黑腐败分子站
在群众对立面、“护黑不护民”，利令智昏、为虎
傅翼，是严重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
苦，甚至祸害群众的典型。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要深刻汲取教训，保持高度警醒，切实引以
为戒。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指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正处于“深挖根治”的关键阶段，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记初心使命，站稳
群众立场，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责定位，着力强
化斗争精神，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在党委领导
下，配合政法委，集中攻坚、重点突破，以雷霆手
段摧毁黑恶势力“保护伞”“关系网”，净化不良
政治生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
当前，要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为契机，深入推进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之任
之、失职失责，甚至包庇纵容、充当“保护伞”问
题的专项整治，真刀真枪解决突出问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强调，要持
续加大查处力度，对已侦破的涉嫌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件，按照“存量清零”的要求，逐案过筛；
紧盯黑恶势力渗透基层政权，紧盯黑恶势力涉
及重点行业领域的违规经营活动，紧盯黑恶势
力被降格或免予处罚的暴力犯罪事件，深挖彻
查。要与政法机关同向发力，充分运用好问题线
索快速移送反馈机制的作用，及时通报会商，强
化协同办案，形成强大的攻坚合力。要精准把握
政策界限，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依规
依纪依法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要和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结合起来，坚决纠正和
查处专项斗争中地方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空
泛表态、敷衍塞责以及日常履职不力、疏于监管
等问题。要坚持打防并举，督促认真落实中央扫
黑除恶督导整改要求，通过开展监督检查、提出
纪检监察建议，推动有关行业领域提升治理水
平、完善法律制度，标本兼治，正本清源，进一步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取得更大成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曝光六起涉黑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

新华社武汉 10 月 9 日电（记者熊金超、廖君、
冯国栋）从 35 座场馆的建设和调试，到 27 个大项
竞赛项目的组织安排，再到 23 万多人志愿者队伍
的组建，以及约 1 万名运动员食宿接待和观众观
赛、出行等方方面面的综合保障……历时 4 年多
精心筹谋，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目前已全面筹
备就绪。

“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定于 10 月 18 日
开幕的这场国际体育盛会，已然吹响“逐鹿武汉，
鏖战江城”的“集结号”……

35 座场馆就绪，军运村即将开“村”

悠悠楚韵，萋萋芳草，粼粼波光……军运村位
于武汉市江夏区黄家湖东南岸，总占地面积
848 . 7 亩。

相比往届军运会，本届军运会最大的特点是
首次在一座城市举办所有比赛项目。

参照大型赛事标准，武汉为军运会新建了运
动员村。目前，军运村已建设完毕，10 月 11 日将
迎来 100 多个国家、约 1 万名运动员和代表团官
员入住。

据介绍，军运村按照功能分为居住区、公共
区、后勤区和运行区。其中，住宅区共有运动员公

寓 1958 套，提供三星级客房服务，人均居住面积
达 25 平方米。

在公寓内，中央空调、热水器、洗衣机、洗漱用
品等一应俱全，实现拎包入住。后勤区设 2 个餐
厅，可同时接待 7000 人就餐。

运动员餐厅每餐将提供超过 100 道菜品，包
括中餐、西餐、清真餐等。

走在军运村，处处可见中国“山水之居”的古
典韵味。“三轴五园”的景观结构如同中国传统的
“折扇”，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之间，点缀着梅、兰、
竹、菊、荷，彰显中国传统民居特色，尽显中国文化
特色。

这里既是中式“山水之居”，也是现代化“智慧
小区”。军运村配置有 5G 网络和 WIFI。小区各主
要进出口配备了能快速识别身份的智能化设备，
同时还有国内最先进的室内智能巡检机器人，实
现用电隐患智能研判及主动预警，保障居住用电
安全。

据介绍，比赛结束后，军运村将变身居民小
区，部分公共区域将变成幼儿园、中小学，发挥更
大的作用。

第七届军运会将使用 35 座场馆。今年 5 月，
所有军运会场馆已竣工。目前，赛前测试调试等工
作已基本结束。

竞赛日程即将出炉，足球排球率

先开哨

武汉军运会将进行 27 个大项、329 个小项比
赛。据军运会执委会通报，目前竞赛筹备工作稳
步推进，全部比赛日程已排定最新版本，进入最
后的确认环节。

作为赛事重要规程之一，军运会各比赛项目
日程安排将精确到每一天、每一个时段进行哪场
比赛。10 月 16 日，排球和足球比赛将在开幕式前
率先开赛。

军运会各比赛项目的 38 场测试赛自 2019
年 4 月开始进行，9 月下旬已基本完成。据介绍，
这些测试赛发挥了检验场馆、锻炼队伍、查漏补
缺的作用。

目前，军运会第三次报名截止，参加武汉军
运会的国家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团成员、技术
官员等最终数据正在最后统计当中。据初步统
计，参赛运动员总数约 1 万人。

颁奖展示工作进展有序，各类颁奖奖牌奖杯已
确定，将向各场馆配送。升旗手已经完成集中培训，
颁奖礼仪人员以及礼仪主管在武汉体育学院进行
了集中培训。所需竞赛器材已全部到位。

43 个反兴奋剂工作站已全部设置完成，其
中兴奋剂检查站 42 个、军运村拓展教育站 1
个，每个检查站均配备了属地副站长和工作
人员。

10 月 8 日，武汉军运会男子篮球、羽毛球、
网球、男子沙滩排球、女子沙滩排球、足球比赛
门票上线销售。至此，军运会面向公众开放销售
的门票已全部上线。目前，热门赛事门票已基本
售罄，部分赛事仍有余票。

23 万多名志愿者集结完毕，综

合保障就位

在日前举行的“军运会志愿者誓师大会”
上，韩乔生、鞠彬彬等军运会志愿者形象大使带
领志愿者现场宣誓。

军运会目前已累计招募志愿者 23 . 6 万人，
其中 21 万名城市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全
国、省、市先进模范，也有高校学生，还有外国留
学生。

赛会志愿者先后接受了通用培训、专业培
训、岗前实训等多轮培训，将活跃在礼宾接待、语
言服务、交通引导、观众服务等 13大类别岗位。

军运会交通运行中心负责人介绍说，军运

会交通运输、公共交通服务保障任务繁重，保
障地点涉及比赛场馆场地、90 余个接待酒店、
1 个民用机场和 3 个火车站。

目前，执委会已组织 2000 多名驾驶员和
1000 多名管理人员完成培训，各个比赛场馆均
已开通公共交通线路。

供电、安保、医疗等综合保障已基本就绪。
“十一”假期，国网武汉供电公司数千名保电人
员合力对所有场馆完成多轮压力测试。周边的
国网荆州供电公司等单位也参与到军运会保
障中，全力确保供电可靠。

此前，武汉市公安局集中进行了“军运会大
练兵”警训活动，正开展“水陆空”立体保障。同
时，武汉警方还打造了一支涉外警务服务队，由
100名熟练掌握外语、业务精湛的民警组成。军运
会期间，他们将统一佩戴印有双语标识的“蓝臂
章”亮相。

另外，由 120 辆救护车、2架直升机、6 艘
医疗船组成的立体急救体系已准备就绪；气象
部门新建了 30 个场馆自动气象站，将通过“短
时临近预警系统”等提供气象服务。

嘹亮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比拼的战鼓即将
擂响。武汉正以“每天不一样”的新姿态，向世
界展示中国城市的新形象……

全面就绪！世界军人运动会吹响开幕“集结号”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部属高校党的建设和
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 9 日
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
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进一步加强改进部属
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
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组部部长陈希出席会议并
讲话。

孙春兰指出，高校肩
负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重任，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
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德
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持续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
教材进头脑，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当代大学生是值
得充分信赖、可以寄予厚
望的一代。要推动思政课
改革创新，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贴近学生，帮助学生
树立崇高理想、培养良好
品质、掌握知识技能，成为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优
秀人才。

陈希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着力培养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立
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

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要选优配强高校各级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充分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进一步明确和落实部属高校党建责任，使
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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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 9
日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
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坚持目标标准，聚焦短板弱项，不折不扣
抓好扶贫各项政策举措和工作落实，确保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胡春华指出，脱贫攻坚进入决胜的关键阶

段，必须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牢牢把握工作
主动权。要严把贫困退出关，用好贫困县退出抽
查结果，推动各地进一步严格执行贫困退出标准
和程序，改进和完善省级贫困退出评估工作，确
保脱真贫、真脱贫。要及时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
全面系统排查梳理，结合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督查巡查、考核评估等各个渠道发现的问题，
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整改到位，明年春节前要完
成排查工作，春节过后要立即进行整改，为脱贫

攻坚全面收官打下坚实基础。
胡春华强调，要切实保持攻坚劲头和工

作力度，决不能松懈滑坡。要坚决落实“摘帽
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
帽不摘监管”的要求，确保摘帽县频道不换、
靶心不散、力度不减。要继续完成好剩余贫
困人口的脱贫任务，加强对脱贫户的后续扶
持，持续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的内生动力。

胡春华强调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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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9 日，在广西灌阳县新圩镇小龙村袁隆平院士工作站，袁隆平接受媒体采访。当日，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在广西灌阳县新圩镇小龙村揭
牌。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开展科研攻关，为广西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转换和应用推广袁隆平院士科研团队的科技成果，培养高层次
农业科技人才，选育优质超级稻品种，完善超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近日，有山西原平市民在政
府官网市长信箱举报称，当地一
名小学代课教师在校外私自补
课，“课上不讲课外讲”，每名学
生每月收取 300 元补课费。当地
教育部门经调查确认了补课事
实，要求涉事小学解聘了该教
师，并责令其退还补课费。本报
记者就此事致电当地教育部门，
对方以“已对当事人处理完毕”

为由，并未做出其他过多回应。
的确，一些教师用“课上不讲

课外讲”等方式，诱导学生去自己
开办的补习班补课，是对师德师
风的严重损害，教育部门当然应
该依规对涉事教师予以严厉惩
罚。但网民跟帖中同情“代课教
师”的声音比较多，值得深思。

此事复杂之处在于，当事人
是一名代课教师。众所周知，代
课教师在工资、社保、评职称、业
务培训等方面，都无法与正式在
编教师享受同等待遇。虽然目前
无法确认那位代课教师有偿补
课是否与收入低有关，但公众对
其表示同情与包容，还是反映了
一些深层次问题。

很多地方代课教师已经成
为历史，但在一些师资力量缺乏
的农村贫困地区，这一群体依然
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他们是基层
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贫
困地区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奉
献，很多人对他们是有感情的。人们何尝不知道
有偿补课涉嫌违规，但代课教师群体的生存状况
让大家选择了宽容，更不忍心看到他们受惩处。

当然，改善代课教师群体的生存状况，不应
通过有偿补课来实现，而应该由合理的制度来
保障。解决代课教师同工不同酬、待遇不对等的
问题，不仅事关这一群体的权益保障，更关乎如
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大问题。

这些年，各级政府为促进教育公平做出了
巨大努力，但不足和短板也必须正视。代课教师
同样是“筑梦人”，进一步提高代课教师的待遇，
缩小编制教师和代课教师的差距，欠发达地区
仍然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作为。

（本报记者刘晶瑶、王井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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