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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出生的熊定勇
是一名共产党员，现任遵义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
长兼遵义市公安局扫黑办
副主任。

临危受命破难题

2017年 12月 9日，央视
“新闻 30分”栏目曝光了有
货车驾驶员在蓉遵高速赤
水收费站冲跳磅偷逃通行
费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关
注。

随即，遵义市公安局成
立专案指挥部，熊定勇受命
负责组织侦办该案。

为尽快侦破案件，熊定
勇在熟悉案情后，提出异地
用警、异地羁押、异地审讯
思路和方案，抽调精干警
力，以外强侦查、内化审讯
的办案方式，查清了该犯罪
组织架构以及犯罪事实：该
犯罪组织先后致 2人死亡、
1人重伤、2人轻伤、14人轻
微伤，导致被害人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

案件侦破后，公安干警
立即出击，成功抓捕犯罪嫌
疑人 53 人，破获刑事案件
43 起，打掉了一个盘踞在
赤水市多年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团伙，及时消除了
社会影响，受到群众称赞。

克难攻坚显身手

2012 年至 2018 年，习
水县益民运输公司假借“为
被征地农民创造再就业机
会”的名义，打着“为失地
农民谋利益”的幌子，有预
谋、有组织地采取阻工、堵
路、堵厂、滋扰、聚众造势
等非法手段，实施强迫交
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
违法犯罪活动，强揽运输业
务及工程项目，逐步对二郎
电厂相关电煤行业的运输
业务形成非法控制，攫取非
法利益高达 800余万元。

2018 年 4 月 5 日，习水
县公安局成立“4·05”专案
组开展侦查。2018年 8月，
熊定勇刚结束上个专案工
作，立即被派驻习水县接
手“4·05”专案，从仁怀市、
习水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
力成立专案组，通过秘密
侦查、集中收网、异地用
警、异地羁押等方法，历时
7个多月，成功摧毁了这个
以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
权、垄断运输行业、欺压残
害群众、称霸危害一方的
18人涉黑犯罪集团，破获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
事、高利转贷、职务侵占等各类刑事案件 24起。

在该案侦破过程中，熊定勇同时还兼顾指导习水县
另一起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侦办工
作，该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73人，涉黑组织成员 32人，破
获刑事案件 50余起。

身先士卒聚合力

2019年 3月，熊定勇被指定为由贵州省公安厅牵头，
遵义市公安局承办的“3·11”专案组副组长。

“3·11”专案由于发案时间较长，相关线索、证据灭
失较为严重。为了侦破案件，熊定勇一方面带领侦查员
从近二十年的接处警记录、信访信件中抽丝剥茧，查找
该组织违法犯罪线索；另一方面带领专案侦查员多次奔
赴涉案地，联系受害人和关键证人，耐心细致地给其讲
法律、讲政策，打消其顾虑。

经过专案组缜密侦查、追击抓捕、突击审讯、案件梳
理、攻坚克难，成功摧毁了该涉黑犯罪集团，创造了贵州
扫黑历史上 7个之最（即参战民警人数最多、收缴财产金
额最多、案件关系复杂程度最大、涉案罪名查处最多、战
法创新总结最多、相关部门参与力度最大、案件跨度时
间最长），依法查明了涉黑社会性质组织、包庇纵容黑社
会性质组织、非法持有枪支、组织卖淫等 23类犯罪 58起
刑事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76 人，查扣涉案资产 64 亿余
元，查获枪支 4支、各类子弹 866发以及大量钢管、管制
刀具等作案工具。

2020年 9月 28日，全国扫黑办召开发布会，以“以商
养黑、以黑护商”为主题发布了该案侦破情况。

专案刚刚结束，熊定勇又被安排参加省公安厅督办
的另一个专案，经过不懈努力和艰辛付出，案件成功侦
破，抓获犯罪嫌疑人 78人，移送起诉涉黑犯罪嫌疑人 19
人，查证刑事犯罪 54起涉案罪名 21项。

（记者 杨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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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日前，
记者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1至 8月，
全市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全面推
进“断卡”专项行动，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果，共受理电信网络诈骗及上下游关
联犯罪一、二审案件 171件 341人，审
结 140 件 242 人 ，涉 案 总 金 额
3.377365亿元。

今年以来，我市两级法院针对
当前群众利益受损最大的易发、高
发类案件和大要案件深入开展集中
攻坚行动，实行全链条打击，坚决依
法从严惩处犯罪分子；积极营造全
市严厉打击整治“两卡”违法犯罪团
伙的氛围，使其不敢开、不敢卖，全
力斩断“两卡”开办贩卖产业链；加
大追赃挽损力度和加大没收财产、
罚金等财产刑适用力度，尽量挽回
或者减少群众的损失，彻底摧毁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再犯罪的经济
基础。

同时，全市法院在电信网络犯罪
案件审理中，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
证据关和法律适用关，严格控制缓刑
适用；从挽回被害人损失、维护社会
经济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等角度出
发，对被告人主动退赔被害人损失
的，在量刑上可酌情从轻处罚，实现
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此外，全市法院还在电信网络

犯罪案件风险排查的同时，注重预
防宣传。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
充分利用微信、微博、QQ等平台宣
传典型案例、风险危害，形成抵制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浓厚氛围。
全市法院还以“双提升”等活动为契
机，重点针对离退休人员、农民工等
重点人群，通过在法庭、巡回审判点
拉横幅、设专栏、张贴公益广告等方
式，开展相关宣传教育活动 30次，做
到不留死角。

我市法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成效显
审结案件140件，涉案总金额3.37亿元

近日，绥阳县检察院联合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局、综合
行政执法局开展了校园食堂卫生监督检查。在绥阳县实验中学、思源
实验学校，检查组查看了食堂日常卫生监管、食材采购溯源、从业人员
资质、重点岗位记录等四方面的内容。针对食堂工作人员日常管理松
懈，食材保管不完善，台账记录不规范等问题，检查组向相关负责人提
出建议，要求其按照规定及时整改，确保师生饮食安全。

（记者 杨义霞 摄）

汇川区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和行政检察职能，在水资源
保护、水域沿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管
等方面加大法律监督力度，构建河湖管理保护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推
动辖区水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图为近日，该院检察长（左）联合团泽
镇春台河河长（右）在春台河巡河。

（高灵敏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我是
一名网约车司机，挣钱养家不容
易。通过你们的协调，让我免受处
罚，感谢你们。”日前，网约车司机黄
某接到遵义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
科的行政复议免受行政处罚时，不
停地对行政复议工作人员道谢。

前不久，网约车司机黄某因不服
遵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城市三大队
对其违章停车作出的扣 3分、罚款 50

元的行政处罚，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

经审查，黄某驾驶的车辆违法地
点位于遵义高铁站停车场出口，因三
轮车急速驶入黄某所驾驶车辆的正
前方，且左侧车道车流量大，致使黄
某难以在短时间内变道驶离，监控抓
拍的停车时长为 13秒。在案件审查
过程中，承办人考虑到申请人黄某停
车时间较短，情节轻微，未造成损害

后果，以及家庭的实际情况，从处罚
合理性角度着手，经多次与被申请人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城市三大队沟通，
双方就处罚一事达成和解，黄某撤销
了行政复议申请，化解了行政纠纷，
成功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

据悉，自贵州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委员会印发《关于推进“两降一升”提
高依法行政水平的工作方案》以来，
遵义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作为

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承办机构，严格
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按照自愿合法的
原则，将调解贯穿于行政复议案件审
理全过程，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

下一步，遵义市司法局行政复议
工作将继续结合“两降一升”工作要
求，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市司法局

行政复议助纠纷化解

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为进
一步精准掌握余庆县“十大产业”
之新型建材产业的法治需求，近
日，余庆县检察院到位于该县龙溪
镇石材工业园区的贵州固昇贸易有
限公司，零距离了解企业的运营发
展情况和当前法治需求。

经了解，该公司是由上海洛安
资产联合地方国企共同投资组建的
混合制企业、沪遵产业扶贫协作重
点落实企业、贵州省黔石出山政策
的先行实践企业。

当日，该院第二检察部干警实
地走访了企业的经营场所、生产车
间、废水沉淀池、办公环境，详细了
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主要生产
项目、招工用工等情况。

在现场，检察干警对该企业在
县域经济发展中做出的贡献表示肯
定，向该企业宣传了检察机关开展
公益诉讼工作的职责范围及法律依
据，并结合检察机关办理的涉石材
污染、非法开采矿石等真实案例，
要求石材企业要严格坚守环保底

线，做好排污设施，同时要管理好
内部员工，树立环保意识。

同时，检察干警还仔细听取了
石材企业在生态环保方面遇到的困
难，询问了职能部门是否有执法不
规范等行为。针对企业情况，检察
官在提出解决建议和方案的同时，
表示将依托检察职能职责加强与有
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帮企业解
决困难。

通过检察干警的现场办公，企
业负责人表示会提升强化矿产资源

的保护意识，严格按照审批登记发
证的范围开采矿石，同时表态今后
认真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针对自身
存在的问题立行立改，主动接受监
督。

据悉，近年来，该院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以公益为核心，聚焦食品
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
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为抓手,加强
监督，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力争把公益诉讼做到老百姓的心坎
里。

余庆县检察院

走访企业护发展

本报讯 今年来，赤水市公安
局葫市派出所以创新传承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为契机，聚焦主业、
主动作为，紧扣“发案少、秩序好、社
会稳定、群众满意”工作目标，着力
构建党委放心、企业安全、群众满意
的乡村警务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为全力做好平安乡村建设，葫
市派出所探索将警力向基层一线前
移，向边远群众延伸，创新“一村一
警务助理”乡村警务新模式，下派 10
名警力到 7个行政村和 3个社区任
警务助理；实现基层警情第一时间
处置，矛盾纠纷第一时间调解，困难

求助第一时间解决，全面激活乡村
振兴社会治安管理“末梢神经”，服
务保障乡村振兴发展，构筑乡村社
会治理新防线。

截至目前，该所共开展道路交
通、安全生产、电信诈骗、禁毒禁赌等
法治宣传 90余场次；全所党员民警

认真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先后为群众办理好事、实事 120
余件，化解矛盾纠纷 62起，有力保障
了辖区社会秩序平安稳定，促进了社
会和谐。

（李志强）

葫市派出所

乡村警务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