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郭锦润 夏
升权）5日，市委召开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
近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和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会议精神，部署我市下阶
段改革工作。市委书记、市委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陈旭东主持会议，市领导焦兰
生、丘树宏、唐颖、陈文锋、梁
丽娴、陈小娟、杨安队、方维廷
等出席。

会议听取了我市产权保
护制度改革、推进企业投资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职业教育改
革等落实情况，审议了我市关
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2018
年镇区改革试点等改革文件，

对做好下阶段改革工作提出
部署要求。

会议强调，在重大外部挑
战和重大历史机遇并存的重
要关口，必须扛起改革的使命
担当，增强改革的韧劲拼劲。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改
革部署，坚定不移用好改革

“关键一招”，不断增创体制机
制新优势，干出改革新业绩，
努力实现省委赋予的“三个定
位”，为全省实现“四个走在全
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
口”作出中山贡献。

会议强调，要聚焦改革

重点难点问题集中攻坚克
难，加快推进关键性、基础性
改革。一要聚焦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重点改。把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作为我市当前和今
后较长时期改革发展的头等
大事，谋在前、抢在前，深入
研究在“9+2”城市群中的优
势短板，最大限度释放体制
机制活力，努力赢得湾区建
设主动权。二要聚焦营商环
境持续改。营商环境是最公
平、最不讲资源禀赋的竞争，
谁改得早、改得好、改得更彻
底，谁就拥有比较优势。要加
强对国家发改委新近发布的
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研究，
从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反

映城市投资吸引力和体现城
市高质量发展三个维度，继
续做深做实营商环境改革深
调研。结合我省即将出台的
政策举措，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继续研究出台一批更有
针对性和含金量的重大改革

“组合拳”。三要聚焦人民群
众福祉深入改。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坚
持“一个阶段办好一个阶段
的事情”的原则，围绕人民群
众关心关切的教育、医疗等
领域改革，聚焦靶向，精准施
策，切实增强各方群众的改
革获得感。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
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扎

扎实实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
深入。要按照中央和省委机构
改革部署，建设一支改革“主
力军”，进一步激发制度活力。
要抓好建立知识产权快速维
权机制、推进全民公益园建设
等改革试点探索，种好“试验
田”，打造一批中山改革品牌。
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
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大胆提
拔任用想改革、谋改革、善改
革的干部，全面提升改革精气
神。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成员及相关单位负责人
参加会议。

聚焦重点领域
用好“关键一招”

市委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会议召开

粤港澳警方联合开展“雷
霆18”打击跨境黑恶犯罪专项
行动，打掉哥伦比亚籍组织卖
淫团伙、与境外有组织犯罪相
勾联的陈*森涉黑团伙案；广
东宣判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
来全省首例涉黑死缓判决案
……

今年以来，广东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部署要
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迅速行
动，侦破了一大批涉黑涉恶案
件，成功打掉了一批黑社会性
质组织和恶势力犯罪集团，依
法打击处理了一批涉黑涉恶犯
罪分子，依法查处了一批涉黑
涉恶腐败问题和黑恶势力“保
护伞”案件，专项斗争取得了初
步成效。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深入推进，全省刑事警情、治
安警情、刑事立案分别同比下
降 18.4%、11.5%、9.7%，全省社
会治安状况持续好转，基层组织
建设得到加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把扫黑除恶作为“一把手”
工程
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把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和“一把手”工程，摆在工
作全局的突出位置，全力组织
推进。

“全力打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攻坚仗，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夯实基层基础、提高社会
治理能力水平，努力把广东建
设成为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
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
之一。”2月5日，广东高规格召
开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专项斗
争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会
上，省委书记李希的动员讲话
彰显了省委、省政府的坚定决
心。

随后，广东成立了省市县
三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省领导小组对重大案件进
行重点督办。

今年 3月 7日，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发
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广东抓
社会治理的决心和做法，指示
广东全力抓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广东全面贯彻落实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力扫黑、
铁腕惩恶、消除病灶、铲除土
壤，朝着使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得到根本遏制的目标努力。6
月 8日，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
对打好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作出重点部署。省委书记李
希对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及办公室报送的情况
每件必阅，多次作出批示，在
省委常委会、省委书记专题会
等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抓好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每个地
市调研都对扫黑除恶提出明
确要求。省长马兴瑞主持召开
省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专项斗
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有
关问题。省委、省人大、省政
府、省政协班子成员结合各自
分工抓好这项工作，形成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

为了推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取得实效，全省还专门组
织开展了两轮专项督导，年内
将实现市县督导全覆盖。

■形成扫黑除恶高压态势
一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

员投案自首
“现在向举报人颁发奖

励金！”7月 5日，在广东省公
安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

发布会的现场，3 名戴着“熊
猫”面具的举报人，分别领取
了共计 50万元的涉黑恶犯罪
举报奖励金。这一消息在媒
体和网络上引发热议，网友
纷纷转发点赞，有力营造了
全社会支持参与扫黑除恶的
浓厚氛围。

扫黑除恶离不开广大群众
的支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如
火如荼开始后，广东省委政法
委迅速集中公布了相关部门涉
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今年 7
月，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办公室、省公安厅联合制
定《广东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群众举报奖励办法》，举报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线索最高
可奖励50万元，进一步把人民
群众动员起来。截至8月25日，
全省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1万
余条，一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人员投案自首。

按照中央部署，广东对
线索进行全面排查，出重拳下
重手精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迅速形成扫黑除恶高压态势。

“省公安厅扫黑办精干警力集
中办公，实行研判、侦查、指
挥、督导一体实战化运作，坚
持以打开路，精准发力打出广
东效应。”省公安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广东在专项斗争中重
点打击十类问题：威胁政治安
全特别是制度安全、政权安全
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
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
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
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
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
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
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在征
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
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
力；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
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
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
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
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
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行
霸、市霸等黑恶势力；操纵经
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的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

“地下钱庄”、暴力讨债的黑恶
势力；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
下执法队”，组织或雇佣网络

“水军”在网上威胁、恐吓、侮
辱、诽谤、滋扰的黑恶势力；境
外黑社会特别是港澳黑社会
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
的黑恶势力。

■下转3版

本报讯（记者 郭锦润 夏
升权）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
乱治乱——对损害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的黑恶“毒瘤”，中山誓
要“斩链挖伞”！继近日接连召
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全市工作
动员会传达贯彻中央扫黑除恶
督导工作精神后，6日上午，市
委书记陈旭东又前往西区，对
基层扫黑除恶工作进行调研督
导。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中央
督导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实到
位，在全市广泛动员、广造声

势，真正打好打赢扫黑除恶这
场人民战争，为中山建设最安
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
最好的地区之一奠定坚实基
础。

陈旭东深入西区部分社
区，检查老旧街区、出租屋群
治理情况，了解群众对扫黑除
恶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随
后前往西区公安分局，调研

“人脸识别系统”建设情况，听
取该区扫黑除恶工作汇报。

陈旭东指出，当前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正处在从全面推开
向纵深推进的发展转换阶段，

镇区基层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
来，按照市委既定工作方案，把
专项斗争各项举措落小落细落
实。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全力支持配合中
央督导工作，通过深入开展专
项斗争，进一步巩固政治安全、
政权安全、社会安全，以实际行
动践行“两个坚决维护”。要坚
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地区、重
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倾听群众
心声和社会关切，认真排查线
索、找准问题、深挖根源，下功
夫除痛点、攻难点，全力净化社

会治安环境。要夯实责任链条，
层层压实责任，人人守土尽责，
强化统筹联动，坚决铲除黑恶
势力滋生的“黑土壤”，拔掉黑
恶势力的“保护伞”，努力把我
市开展专项斗争的信心决心，
以及取得的初步成效真实全面
展现出来。要推进科技强警，以

“智慧公安”建设为引领，逐步
探索构建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提升基层公安机
关打击破案效能，提升人民群
众安全感。要广泛发动群众，把
新时代“枫桥经验”贯穿于法治
建设、平安建设全过程，坚持既

要“高科技”，也要“红袖章”，创
新形式、广泛深入开展宣传动
员，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参
与专项斗争的积极性。

陈旭东最后代表市委、市
政府，对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一线公安干警表示慰问
和感谢，勉励他们进一步提振
精气神，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
责的态度，更好地履职尽责，
确保专项斗争打出声威、打出
成效，还人民群众一个河清海
晏、幸福安宁的社会。

市领导杨安队、郑泽晖、
李长春陪同调研。

陈旭东到西区调研督导扫黑除恶工作

打好打赢扫黑除恶这场人民战争

全省刑事警情、治安警情分别同比下降18.4%、11.5%，基层组织
建设得到加强

广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初显

深中通道由广东省交通集团承
建，是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
的跨海集群工程，全长约24公里，包括
6.8公里海底隧道、17.5公里跨海桥梁，
双向8车道。深中通道桥梁工程计划于
2023年底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全线计
划在2024年建成通车。深中通道通车
后，中山群众驾车去深圳机场、前海等
地，将由以往绕行虎门大桥上百公里
变为跨江直达，车程由 2 小时缩减为
20分钟。这将真正打通珠江下游东西
两岸“任督”二脉，大大减轻上游虎门
大桥等跨江通道的交通压力，彻底改
变阳江、云浮、茂名、湛江等广大粤西
地区乃至广西等地民众往来深圳等珠
江东岸的交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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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隋胜
伟 通讯员 岳路建）“开
钻！”9月6日上午10时许，
在珠江口开阔海域上的钢
便桥平台上，深中通道全
线桥梁桩基开钻现场会举
行。随着超大功率回旋钻
机轰鸣着施工，伶仃洋大
桥、中山大桥主墩桩基同
时开钻，标志着深中通道
桥梁工程建设进入全面实
施阶段。市长焦兰生，市政
府秘书长李俊出席现场
会。

焦兰生详细了解了开
钻施工情况后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立足省委赋
予中山的“三个定位”，做好

“东承”文章，强化“西接”功
能。全线桥梁桩基开钻，标
志着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建
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要严
格按照施工要求确保施工
安全，千方百计保证施工质
量，全力加快建设进度，为
中山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的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伶仃洋大桥位于珠江
口伶仃洋开阔水域，属于
台风多发区，主孔跨径达
到 1666米，为世界最大跨
径海中悬索桥，主塔高270
米，通航净高76.5米，桥面
高达91米，相当于30层楼
的高度，建成后将是全球
最高海中大桥。

据介绍，伶仃洋大桥
抗风安全问题突出，主桥
是全离岸结构，两个巨型锚碇都在海中，如何在
深水区、深层软基上确保围堰结构及岛体的稳
定，国内尚未有工程实践，可借鉴参考经验少，挑
战难度大。

据悉，伶仃洋大桥东、西索塔基础均采用群
桩基础结构，索塔基础为56根钻孔灌注桩，两塔合
共112根，呈梅花形布置，入中风化花岗岩持力层，
具有桩径大、入岩深度深、地质条件复杂（西索塔
塔基须穿越风化破碎带，最大桩长达140米）、钻进
难度大等特点。中山大桥主塔基础布置28根钻孔
灌注桩，两塔合计56根。钻孔完成后将连续进行下
放钢筋笼、混凝土浇注等工序，全部桩基工程计划
于2020年9月完成。

作为桥梁的重要隐蔽工程，桩基工程的质量
直接决定了桥梁的耐久性、安全性及使用寿命。
与常规陆域段桥梁桩径大多为 1.5至 2米左右相
比，深中通道海域段桥梁采用 3米超大直径的超
大钻孔灌注桩，具有更大的承载力和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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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艰辛探索，也是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全局出
发，从前所未有的高度谋划法治，以前所未有的
广度和深度践行法治，开辟出全面依法治国理论
和实践的新境界。在统
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上，一个充满生机活
力、令人更加向往的全
面依法治国新时代，正
向我们渐行渐近。

据新华社

开启全面依法治国
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
治国新成就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