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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严打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受理问题线索 526 件 党纪政务处分 31 人 移送司法 14 人
霸”涉黑组织 2 个、涉恶团伙 11 个，打掉
直接参与黑恶犯罪的村组干部 28 人。
严打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总结固化
“双专班、两同步，一扩线、三延伸，一鉴
定、两控制”技战法，准确甄别债权债
记者昨日从在昆明会堂召开的昆
务、精准断血，坚决摧毁黑恶势力经济
明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获
基础。
悉，截至目前，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受
坚持“一案三查”
“三个不放过”，多
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
方联动撕口子、分层突破揭盖子、刀刃
526 件，处置问题线索 526 件，已办结
向内拔根子，查处涉及公职人员的各类
270 件，
正在办理 256 件。
案件 27 起 75 人。
昆明市严打经济金融领域黑恶犯
坚持依法打击与综合治理同步推
罪，创新“摸清套路打套路、抽丝剥茧
进，从源头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
打套路、合力攻坚打套路”昆明战法， 对治安问题突出的县区、乡镇、派出所
打掉高利放贷涉恶组织 9 个，
“汽车
进行挂牌整治。组织 7 轮“两周三查”，
贷”
“ 校园贷”等套路贷涉恶组织 8 个， 对容易滋生黑恶势力的重点领域、重点
借助公司合法外衣隐藏非法本质黑恶
行业、重点部位滚动排查整治，发现整
团伙 33 个。
改隐患 1.2 万处，查封关停行业场所 34
严打行业领域黑恶犯罪，打掉 3 个
家，抓获处理违法人员 2894 人。
暴力垄断建筑行业的涉黑犯罪组织，2
启动巡特一体巡逻防控勤务，全市
个矿产领域涉黑涉恶组织，3 个垄断冷
常态化巡逻防控力量达 5400 人、405
库市场、生猪屠宰经营的黑恶团伙。
车，织密街面巡逻防控网，街面警情同
严打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打掉“村
比下降 27.2%。

数读
突出违法犯罪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
立案查办 112 件

查破黄赌案件 6136 起

已办结 39 件

打处 15661 人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31 人
其他处理 8 人

移送司法 14 人

查破涉枪涉爆案件 323 起
打处 208 人

九类案件
侦破 1406 起 刑拘 2262 人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 2.4 亿元

查破跨境网络赌博案件 48 起
打掉团伙 11 个

打处嫌疑人 204 人

禁毒人民战争

排查发现接收
涉及公职人员线索 303 条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2668 起
缴获各类毒品 2701 千克

涉及公职人员 423 人

抓获犯罪嫌疑人 2877 人

典型案例

盘龙分局民警和辖区群众，进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会趣味问答。

盘龙警方联合双龙街道办

开展扫黑除恶
主题党日活动
4 月 3 日上午 10 时，昆明市公安局
盘龙分局联合双龙街道办事处，在双龙
农村赶集点，开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夯实筑牢群众基础、扫黑除恶扬正气、村
村户户享平安”
主题党日活动。
全国“情满万家”派出所好民警、昆
明市特级劳动模范、金沙派出所社区民
警张志明向全体群众发起倡议，呼吁辖
区群众积极参与检举揭发黑恶势力，为
共筑盘龙幸福美好的家园贡献一份自己
的力量。活动现场，龙泉派出所民警邵
建森献唱了自己创作的歌曲《蓝色》，
余音
绕梁，
令不少社区民众为之驻足、
聆听。

为激励辖区群众深入对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应知应会的学习，做到能识、能
辨，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做到能举
报、会举报，盘龙分局组织了趣味问答。
由民警提问，现场回答正确的群众，可获
得警方送出的精美礼品。
盘龙分局、街道办相关领导和志愿
者代表、辖区群众等 300 余人参与了本
次活动。共向辖区群众发放扫黑除恶宣
传单 110 余份，宣传物品 90 余份，接受
群众询问 24 人次。
本报记者 熊波
实习生 马雯 早新蕾 摄影报道

西山法院
审理陈某升等 5 人敲诈勒索案
经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间，被告
人陈某升、施某平、李某杰、徐某勇、谢
某 波 、陈 某 跃（在 逃）等 人 ，在 餐 馆 、
KTV、烧烤摊附近，选定喝酒后驾驶车
辆的被害人作为碰瓷对象。驾驶车辆
故意碰撞喝了酒的被害人驾驶的车辆，
以被害人酒后驾车不敢让交警处理相
要挟，要求被害人支付赔偿金。5 被告
人以威胁手段多次实施敲诈勒索犯罪
活动，共计敲诈勒索十八次。被告人陈

某升、施某平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
用，系主犯，被告人谢某波、徐某勇、李
某杰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
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西山区人民
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陈某升等人的行为
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据此，
以敲诈勒索罪
判处陈某升有期徒刑 6 年，
并处罚金；
以
敲诈勒索罪判处施某平有期徒刑5年，
并
处罚金；
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对李某杰、
徐
某勇、
谢某波判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富民法院
审理余某波等 11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经富民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5
年以来，被告人余某波以开设赌场、高
利放贷等方式敛财。为攫取不法利益，
余某波纠集被告人郭某、张某帆、郭某
林、李某、李某、李某祥、钱某欣等刑满
释放人员及社会闲散人员，形成了以余
某波为首，郭某、张某帆为骨干成员的
恶势力犯罪集团。该恶势力集团多次
实施寻衅滋事、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故
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多人受伤
和财物损失，严重影响当地的社会治

安，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查明的事实，富民县人民法院
依法认定被告人余某波犯寻衅滋事罪、
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
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6
年；对被告人郭某林、张某帆、郭某、李
某、钱某欣、李某祥、李某、李某果、李某
松、常某辉等人分别以寻衅滋事罪、故
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判
处有期徒刑。
本报记者 张勇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实训室建设招标
现就以下招标项目，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和诚
实信用的原则进行公开竞争性招标，诚邀符合条件
的公司或供应商前来参与报价。
一、招标项目
（一）医学专业实训室建设(护理实训室、
医学检
验实训室、
医学影像实训室)；
（二）建筑工程专业实训
室建设；
（三）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实训室建设；
（四）空中乘务专业实训室建设；
（五）会计综合实训
室建设；
（六）模拟法庭建设；
（七）电子商务实训室
建设。
二、邀标方式：
竞价。
三、投标须知
（一）参加报价公司要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及
相关资质，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较强的经营实力。
（二）参加报价公司应：1. 必须提供公司营业执
照复印件并加盖公司公章。2. 公司法定代表人持
法定代表人证书原件（若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
出席，
则受委托人必须持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加盖单位红章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印章＞，
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原件）。3. 公

司近二年在各大专院校的相关产品业绩介绍。4. 报
价文件中必须有配置明细报价单、最优的付款方式
与质保方式，
报价书应使用 A4 纸单独打印，
不应有
涂改、增删之处，但如有错误必须修改时，修改处必
须由原授权代表签署。5. 用书面形式表达的售后
服务承诺。6. 上述报价文件请同时提供：纸质版一
式三份、电子版一份（U盘）装入密封文件袋。7. 报
价文件须用封套加以密封，
在封口处盖骑缝公章。
未执行上述规定的报价文件，将被视为无效报
价文件。
四、标书投递截止和开标时间、地点、联系电话
投标截止时间：
2019 年 04 月 13 日
开标评审时间：
待定
地点：
云南省昆明市杨林职教园区文苑路云南
商务职业学院 16 栋 510 会议室
联系人：
叶老师、白老师
联系电话：
0871-67987186。
五、投标要求
投标报价应该是最终结算的价格（即税后价）。
云南商务职业学院
2019 年 04 月 0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