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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曝光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典型案例

公安厅副厅长当赌场“保护伞”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曝光五起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

间，因包庇、纵容狄治民涉黑犯罪团伙，
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
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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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名“黑伞”
1997 年至 2017 年，狄治民依仗家
族势力，暴力破坏选举，违规发展党员，
长期把持操控村级政权；随意殴打辱骂
村民，敲诈村民财物；利用手中权力包
揽村里大小工程；长期霸占村小学操
场；随意设卡强行收取过往车辆“补偿
款”；以停电相要挟，强行向施工方供应
劣质砂石，从中谋利；以债务纠纷为名，
强行私扣施工承包方车辆，法院判决后
仍拒不归还；多次威胁围攻乡政府、烟
站工作人员，破坏烟叶收购秩序；以取
消低保相威胁，强迫贫困户为其劳动；
到贫困户家里“理直气壮”地拿走上级
送的慰问品；弄权使绊，村民到村委盖
章办事被迫向其送烟送钱；虚报冒领、
侵吞克扣退耕还林、沼气池建设、粮食
补贴等各项惠农扶贫资金。狄治民受
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
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该案涉及的 56 名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均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等处理。其
中，洛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党
组书记、局长张红武，县林业局原党组
副书记、城市管理局（城市综合执法局）
原局长韦晓乐，县环保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孙海报，兴华镇原党委书记任元生
等 4 人在先后担任兴华乡党委书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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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指示公安局暂缓侦查
2014 年 12 月，长沙市公安局以涉
嫌逃税罪、非法经营罪对涉黑犯罪团伙
首要分子文烈宏等人立案侦查。为此，
文烈宏多次找时任省公安厅党委副书
记、常务副厅长周符波请求关照（周因
经常在文烈宏开设的赌场赌博而相
识）。2015 年上半年，周符波违规指示
长沙市公安局暂缓侦查，并出面协调文
烈宏与举报人的关系。后长沙市公安
局作出撤案决定。长沙市公安局原党
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单大勇违规与案
件当事人文烈宏接触，向其通风报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文烈宏涉黑犯罪
团伙充当“保护伞”并收受巨额财物。
周符波、单大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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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其
他为文烈宏涉黑犯罪团伙提供帮助的
公职人员均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其中涉
嫌犯罪的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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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犯罪团伙开脱罪行
2009 年以来，惠州市以严少亮、张

伟良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多次制毒贩
毒、聚众斗殴、引发命案，并与该市以张
奋强、吴新明为首的另一涉黑犯罪团伙
争夺地盘，严重影响社会治安。惠州市
公安局部分民警失职渎职，有的民警甚
至长期充当该犯罪团伙“保护伞”，涉及
刑侦、禁毒等警种共 21 人。其中，惠州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原支队长刘来发多
次收受张伟良涉黑犯罪团伙钱财，在侦
办其涉黑犯罪线索过程中，多次意图以
个案处理代替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结
案，为其开脱罪行。惠州市禁毒委员会
办公室原副主任曾高收受张奋强亲属
钱款，违规安排会见，承诺帮助其减轻
处罚；收受吴新明钱款，未采取有效抓
捕措施，致其长期潜逃在外。其他民警
存在索取、收受犯罪嫌疑人家属贿赂，
违规干预执法活动，或不正确履行职
责，帮助违法嫌疑人减轻、逃避处罚等
问题。刘来发、曾高受到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其他违纪违法民警分别受
到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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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涉黑“肉霸”当保护伞

2005 年 7 月至 2016 年，梁志刚在
担任日照市东港区贸易办生猪定点屠
宰管理办公室主任、区商务局执法科科
长期间，利用职权长期为张守刚、张守
玉兄弟涉黑犯罪团伙实际控制的方鑫
食品有限公司人员违法行为提供保护，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梁志刚在生猪屠宰活动监管过程
中，让不具备执法资格的方鑫食品有限
公司人员参与、配合执法，违反规定由
该公司折价处理查处的肉品。将执法
过程中发生的就餐、加油、车辆维修等
费用共计 20.25 万元在该公司报销，其
中梁志刚个人以电话费补贴的名义报
销 2 万元。收受该公司经理所送现金 1
万元，放任该公司人员暴力执法，致使
多名猪肉经营业户被殴打。梁志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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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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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贿赂为涉黑团伙谋利
2006 年至 2016 年，时任永福县政
协主席的刘永祥长期与该县涉黑犯罪
团伙首要分子李佳及其成员保持密切
联系，并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在当选
政协委员、协调工程项目等方面为李佳
等人谋取利益，收受李佳 39.15 万元；出

百人组团看工地第⑩季
大行细谨?匠心铸家

资入股李佳经营的安棉采石场，并获利
40.65 万元；接受李佳请托，为因涉嫌犯
罪被羁押的李佳涉黑犯罪团伙骨干成
员向司法机关打招呼，办理了取保候审
手续。刘永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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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不看工地不装修

活动时间：10月 13日

『

』

本次活动由武汉晚报主办，一家一装饰公司协办。一家一准备了百套在施工地，本周六将与您一起体验装修前、装修中、装修后的隐蔽工
程、表面工程和完工后效果。带您先体验、再学习、后装修的整体家居体验流程，共同见证德系欧标工程的高品质健康环保的整体家居服务。

初衷：
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思考
武汉晚报联合一家一装饰举办
的 大 型 家 居 生 活 栏 目 ，自 2016年
“第①季”以来，已成功举办 9期“百
人组团看工地”活动，已有江城 8146
户业主朋友报名，满意度高达 99%，
活动期间，反响热烈，客户参与度高，
活动签单业主完工后已有 1896户送
来了锦旗，
良心工程，为健康负责!
其 实 ，客 户 最 需 要 的 是 一 家 能
为自己负全责的企业，需要一家能
给自己提供从设计到售后服务，成
套无忧服务的企业。而一家一装饰
本着高品质加便利性的追求，让客
户体验到真正的健康家居服务，遂
推出上述百人组团看工地的活动。

理念：
整体家居产业服务商
一家一装饰是中国室内装饰协
会会员单位，武汉建筑装饰协会副
主任单位兼常务理事单位。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建设标准 DB
《XJJ0052018
》参编单位，具有设计和施工双
乙级资质，是武汉规模较大的一家
集设计、施工、建材服务为一体的专
业装饰公司。

目前已覆盖西安、太原、武汉、石
家庄、乌鲁木齐、重庆、成都、南宁、南
京、郑州、洛阳、南昌、兰州、贵阳等多
个大中型城市，且建立了多家直营分
公司，是一家集家居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多元化企业。

用材：
比竞争对手高一个档次
一家一装饰秉承集团公司良心工
程为健康负责的经营理念，从成立之
初就定下一个铁的原则，使用的材料
必须总是比竞争对手高一个档次。
一家一装饰作为整体家居产业运
营商，致力于给客户提供一站式拎包
入住的整体家居解决方案。在选取材
料上也一改普通装修公司就近取材、
低价取材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选取
材料，与高标准更健康且耐用结实的
材料供应商作为合作伙伴（德国阿尔
贝娜、德国立乐、美国金貂等）。
我 们 深 知 ，更 环 保 的 材 料 与 高 标
准的要求才能装好更好的家。一家一
装饰所选取的欧系辅材，环保标准均超
过国标标准，所选取的环保辅材系列产
品更是将装修污染的根源拒之门外，所
有辅材均获得多项国际国内安全及环
保认证，以德国人的严谨精密和欧洲高
品质的家居标准，为国人创造舒适健康

家居，让环保更放心，让装修更省心！

体系：
质量出在管理上
一家一装饰的德系欧标材料以及售后工
程管理体系，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倡导一次
装修终身质保，
引领了家装行业新标准。
一家一装饰采用的是 1+N设计模式，一
个总监级设计师+N个精英设计师为您服务，
设计方案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材料使用设立三方签字监督机制，严格
工人自检，监理专检，专检人员巡检，总经办
及交付中心抽检的四级验收机制，确保每一
道工序标准化、流程化；每一个细节精心打
磨，
合理合格。

保障：
隐蔽工程终身质保
品质，不仅仅是一个词，它是集合多元
化综合素质达到更高水准的体现，无论从宏
观还是从微观，真正的品质经得起众人的考
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高品质，意味着
对材料的更高要求、对施工工艺更精细的规
范，
更意味着超凡的实力与责任担当。
10月13日，
秉承
“为国人创造健康舒适家
居环境”
企业使命，
一家一装饰，
特举行
“大行
细谨?匠心铸家，
百人组团看工地，
不看工地不
装修”
的活动，
邀请新老客户来到施工项目现
场参观，
感受一家一装饰的德系精工品质。

钜惠：
不是每场活动
都叫百人组团看工地
①凡参与本次活动的客户到店凭户型
图均可以获得价值 198元高档购物车一部；
②活动期间签定合同均可获得环保
协议一份；
③活动期间签定合同可参与砸金蛋活
动，
有机会一次获赠得价值万元大礼包；
④预约报名前 30名即可活动专享管
理费、水电改造费用减免折扣！
周六当天上午十点，大巴免费接送业
主去工地，现场可以看到真正的德系欧标
工艺和材料，一家一装饰专业的设计师和
家装管家，带您参观一家一装饰实景样板
房小区在施工工地，讲解装修各个环节各
种所需要关心的问题。
当天，一家一装饰十三大样板间和展
厅所有建材均对外开放，让顾客们实现所
见即所得和拎包入住，同时一家一装饰还
将提供免费的设计咨询。期待您的莅临。
热线电话：400-0570-689

027-87779915
活动时间：10月 13-10月 14日
活动地点：洪山区珞瑜路 100号广埠
屯资讯广场 A座 6楼 (
地铁 2号线广埠屯
站 A出口)
官网网址：www.
yi
j
i
ayi
zs.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