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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特别提醒：公告查询和下载
打印，可以登录法治安徽网（http:
//www.fzahw.com/）点击首页右
侧“法院公告”，然后输入姓名即
可查询。或扫描右侧二维码，关
注安徽公告微信号办理和查询。

本报讯（记者 周莹莹 通讯员 牛锐）安

全稳定是监所单位的生命线。截至 3月

18日，省滨湖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

“滨湖戒毒所”）再一次刷新纪录，顺利实

现连续23年“六无”（即“无毒品流入、无戒

毒人员脱逃、无非正常死亡、无所内发案、

无生产安全事故、无所内重大疫情”）安全

目标。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坚持不懈的努

力。近年来，滨湖戒毒所坚持以总体国家

安全观为统领，大力组织开展各类安全教

育培训，引导全所民警增强忧患意识，强

化底线思维，牢固树立安全稳定首位责任

意识。积极倡导“安全为天、执法为魂、戒

治为要、队伍为本”的治所理念，让全所民

警筑牢忠诚警魂、强化责任担当、维护场

所安全。

从深化警务勤务模式改革入手，积极

构建人防、物防、技防、联防、心防等“五防

一体”的安防体系。认真开展戒情研判、安

全大检查、应急演练等安防基础工作，有效

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切实提升场所应急处

突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升级换代安防设

施，实现高清探头全方位、无死角监测全

所，指挥中心与基层大队可视对讲、反应迅

速、协同作战、高效运行。

2020年，滨湖戒毒所创新提出建设

“戒治质量最优”戒毒所奋斗目标，通过规

范化、科学化管理，逐步实现执法生态优、

队伍力量优、戒治手段优、综合保障优、社

会衔接优的“五优”目标。加强思想政治

教育，注重用优秀文化感动人、激励人、教

育人，不断为戒毒人员注入正能量。创新

戒治方法，探索运用VR等技术手段帮助

戒毒人员戒除毒瘾。积极开展谈心谈话，

用真心真情拉近心理距离，营造出“民警

关爱戒毒人员，戒毒人员信任民警”的良

好氛围。

干事创业离不开一支有担当的人才队

伍。滨湖戒毒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政法队伍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政

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扎实开展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和岗位大练兵，不断加强民警队伍

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

练，锻造出一支铁一般理想信念、铁一般责

任担当、铁一般过硬本领、铁一般纪律作风

的戒毒铁军，是他们用坚守、奉献、智慧、汗

水浇筑了场所连续23年安全的丰碑，续写着

魅力滨湖的荣耀和辉煌。

站在新的起点上，滨湖戒毒所将以

永远在路上的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安全

稳定的政治责任，持续提升场所安防能

力水平，致力打造“平安、法治、智慧、实

力、美丽”的现代新型戒毒所。

3月21日，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充分利用辖区旅游资源优势，积极组织民警走进

芜湖市鸠江区二坝镇套北村万亩油菜花海向当地村民、机（非）动车驾驶人和游客开展声

势浩大的“美丽乡村行”暨“月月都有122，文明交通遍乡村”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当天的

宣传活动中，民警共向群众散发资料5000余份，赠送交通安全有奖问答奖品300余个，为

群众提供交通安全咨询200余人次，受教育群众逾10000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本报通讯员 陈效宝 摄

省滨湖强制隔离戒毒所
实现连续23年“六无”

油菜花海话安全

胡先所:本院受理原告合肥茂发钢管租赁有限公司诉被

告胡先所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复印件、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九点(遇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包

河区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无正当理由

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勋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王浩权:本院受理原告何

涛诉被告合肥勋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王浩权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复印件、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九点

(遇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戴庆海、安徽福庆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张少鹏诉被告戴庆海、安徽福庆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借用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复印件、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九点(遇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二十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平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安徽峮赫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朱纯勤诉被告安徽平行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安徽峮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复印件、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点(遇节假日顺

延)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张夏美:本院受理原告合肥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诉被告

张夏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皖 0111民初 1170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胡守贵:原告方玉宝与被告胡守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皖 0102民初 9095
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胡守贵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方玉宝借款本金 120000 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

息应以借款本金1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9日起按

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方

玉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778元，减半收取 1889
元，公告费800元，合计2689元，由被告胡守贵负担2103元，

由原告方玉宝负担586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杨寒梅、姚尚亮: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瑶海支

行与被告杨寒梅、姚尚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皖0102民初6031号民事判决书:

一、解除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瑶海支行与被告杨寒

梅、姚尚亮于2017年3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二、被告杨寒

梅、姚尚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瑶海支行贷款本金53352.53元并支付利息[判决生效

前的利息(包含罚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

生效之日，本判决生效后的利息应以尚欠贷款本金53352.53
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先上浮40%再上浮50%自本判决生效次日起计

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三、被告杨寒梅、姚尚亮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给付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瑶海支行律师费

2000元;四、驳回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瑶海支行其

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3元，保全费593元，公告费800
元合计2626元，由被告杨寒梅、姚尚亮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更正声明

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在安徽法制报公告栏向被告魏

秀娟刊登的公告中，文字有误，公告中的“并定于2021年4月
31日上午8:30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更正为“并

定于2021年4月30日上午8:30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特此声明。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更正声明

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在安徽法制报公告栏向被告安

徽驻客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刊登的公告中，文字有误，公告

中的“并定于 2021年 4月 31日上午 9:00在本院第十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更正为“并定于2021年4月30日上午9:00在
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特此声明。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更正声明

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在安徽法制报公告栏向被告胡

忠飞刊登的公告中，文字有误，公告中的“并定于2021年4月
31日上午9:30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更正为“并

定于2021年4月30日上午9:30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特此声明。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更正声明

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在安徽法制报公告栏向被告季

宏峰、周霞刊登的公告中，文字有误，公告中的“并定于2021
年4月31日上午10:00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更

正为“并定于2021年4月30日上午10:00在本院第十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特此声明。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周杰、方欢: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分公司与被告周杰、方欢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皖 0102民初 3691号民事

判决书:一、被告周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理赔款59580.9
元、逾期保费6966.67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59580.9元
为基数自2016年4月5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2019年8
月 19日，此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1500元，公告费800元，合计2300元由被告周杰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谢勇: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与被告谢勇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皖 0102民初 3693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

谢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理赔款 30541.97 元、逾期保费

3553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 30541.97元为基数自 2015
年 6月 1日起按照月利率 2%计算至 2019年 8月 19日，此后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
倍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90
元，公告费800元，合计1490元由被告谢勇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赵锐: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和平路支行

与被告赵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 皖0102民初10252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

赵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和平路支行借款本金 1294799.52 元及利息

74477.32元[利息(含罚息及复利)已计算至2020年12月2日，

之后的借款利息(含罚息及复利)按照《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

同》约定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本判决生效后的借

款利息应以尚欠借款本金 1294799.52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35%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若被告赵锐不能按照本判决第一项

确定的期限清偿债务，则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和平路支行有权以本判决所确定的债权及本案诉讼费用

对被告赵锐抵押的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吟春园高01幢
904 室房屋 [不动产登记证号:皖 (2017) 合不动产证明第

0046823 号]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

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和平路支行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7166 元，公告费 800 元，合计

17966 元由被告赵锐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

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梁修坤:本院受理原告刘跃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剩余费用26000元，并补偿原告利息损失;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确定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王冕:本院受理的原告柳西洪诉被告王冕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及相关诉讼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应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吴双喜、合肥瑶海区煌辉橱具经营部:本院受理的原告

寇扬诉被告吴双喜、合肥瑶海区煌辉橱具经营部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及相关诉讼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应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8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乐庆梅:本院受理的原告合肥富康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诉被告乐庆梅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相关诉讼材料。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应诉，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靳正松:本院受理的原告靳正松诉被告任以升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及相关诉讼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应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8时 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安徽沙鱼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志强诉你方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原

告请求判令: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沙鱼

湾专卖店委托管理经营合同》; 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退

还加盟费50000元、设备物料费32000 元、货物周转金20000
元，并支付结算收益及保底收益;3、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

支付因其违约造成的门店转让费、门店租金、装修费、水电费

等各项损失共计225881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逾期未答辩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独任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上接第一版）

以法治为纲，回应人民群众期
待，捍卫社会公平正义

2018年5月14日，深夜。

广东汕湛高速上，一列 50辆车组成的车队犹如

一支疾驰的利箭，靶心指向汕头市龙湖区新溪镇西南

村及周边的63个目标点。

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里盘踞着一个以谢培忠

为首的涉黑恶走私犯罪团伙，残害群众、称霸一方，把

持基层政权、充当“地下执法队”、聚众冲击国家机关，

群众敢怒不敢言……

“行动开始！”凌晨 1时刚过，指令从汕头市公安

局指挥中心大厅发出。1500多名警力分小组抓捕，3
个小时内，完成63名目标人物抓捕和封存取证工作。

在随后一个半月里，分布在广东10个地市的200
多名受害者主动出来作证，形成了 100 多卷卷宗。

2019年 12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谢培忠等 39人

涉黑案作出二审宣判，谢培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三年来，一批像谢培忠这样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的“痞霸王”“吸血鬼”“土皇帝”受到严惩。人民群众

对一起起案件依法审理、庄严宣判记忆深刻——

云南昆明，改头换面逍遥法外多年的孙小果被执

行死刑；

陕西西安，人称“北霸天”的未央区原人大代表、

北辰村党支部原书记葛七宝，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

海南昌江，盘踞当地 30年的“土皇帝”黄鸿发及

其家族犯罪集团被连根拔起，196名被告人被判刑；

黑龙江呼兰，“关系网”和“保护伞”渗透至呼兰地

区党政机关各个层级的“四大家族”被彻底铲除；

……

扫出河清海晏、盈盈正气，这不仅是正义的审判，

也是法治的胜利。

2020年 7月，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国

徽高悬，法庭庄严。

占辉富等27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一审宣判。其中，占辉富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本案犯罪事实多、时间跨度长，案卷多达145册，

审理难度大。但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包括主犯占辉

富在内的所有被告人均认罪认罚。

“检察机关对每一项犯罪事实和每一份证据材料

认真核实审查，审判机关探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进行审理，取得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景德

镇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曹雄泰说。

既不“拔高”，也不“降格”。三年来，始终在法治

轨道上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持以审判为中心，

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真正做到“是黑恶一个

也不放过，不是黑恶一个也不凑数”。

为此，全国扫黑办牵头制定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

等法律政策文件，指导各地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

求，以严格公正司法捍卫社会公平正义。

三年来，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涉黑恶案件32943件
225495人，53405名涉黑恶案件被告人被判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

“我们就想来看看，害了我儿子的人有什么样的

下场！”2018年 12月，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一起涉

黑案件庭审现场，一对 60多岁的老夫妇从四川远道

而来，难掩激愤；

“压在我们心上20年的石头搬掉了！”2019年6月，

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瓦窑村，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多年的

刘素琴涉黑组织被打掉后，70多岁的刘锋眼含热泪；

……

俯仰用心皆民生，一枝一叶总关情。

三年来，党心民心高度凝聚，各部门齐心协力，全

社会广泛参与，淬炼出这场伟大斗争的宝贵经验——

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能直面

矛盾、较真碰硬、善作善成。

“12337网络举报平台”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126
万余条，近 4%的线索转化成案。人民群众的坚定支

持和参与，汇聚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当欺行霸市的“地头蛇”、横行乡里的“村霸”、侵

占集体资产的“硕鼠”纷纷落网，不仅净化了社会风

气，也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据国家统计局 2020年上半年对 31个省（区、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民意调查显示，95.1%的群众

对专项斗争成效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

实践已经证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的十九大

以来最得人心的大事之一。

赤胆忠诚、丹心如铁。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斗

争中，广大党员干部疾恶如仇、冲锋在前，共有754名
政法干警负伤或牺牲。

以斗争为牵引，建设更高水平“平
安中国”，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规定“软暴力”手段认定，将恶势力组织上升为法

律概念，体现从严要求、降低再犯可能性……2020年

12月，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之际，一部专门的反有

组织犯罪法正式提上立法日程。以法治思维总结成

效，以法治方式强基固本，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化开

展迈出坚实一步。

三年来，扫黑除恶与反腐败、基层“拍蝇”相结合，

已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战场。

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

89742件，立案处理 115913人，党纪政务处分 80649
人，移送司法机关10342人。

既要全面惩治，也要靶向施治。

三年来，全国累计打掉农村地区的涉黑组织

1289个，占打掉涉黑组织总数的 35.4%，打掉农村地

区的涉恶犯罪集团及团伙 14027 个，依法严惩“村

霸”3727名。

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严把村干部入口

关、推进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各级组织部门着

力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增强对“村霸”和涉黑涉恶

问题的“免疫力”。

加强村级事务民主监督、发挥民主评议作用、规

范村委会成员用钱用权行为……各级民政部门切实

维护村集体和村民利益，防止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

“作恶”“变黑”。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柴湖镇鱼池村，从1996年起

的20多年来，村党支部原书记全新波等人把持基层政

权、侵吞集体财产，利用家族、宗族势力肆意妄为。

随着“村霸”全新波等人在专项斗争中被处理，鱼

池村基层民主逐渐重建，村民当家做主。

“如今的鱼池村，群众财务交给群众管，六个老党

员分守‘财务审核小组’六字合章，报账由他们说了

算；矛盾交给群众管，村里成立矛盾纠纷调解专班，村

民矛盾基本自行化解。”鱼池村村委会主任全中奇说。

三年来，各地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5.47万
个，对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等问题

的 4.27万名村干部，全面清除出农村干部队伍，农村

基层选举秩序明显好转，基层组织建设环境明显优

化，党的执政根基更加牢固。

从三年斗争实践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建筑工

程、服务娱乐等传统行业，金融、网络、共享经济等新

兴行业，是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重点领域。

既要深挖根治，也要长效常治。

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必须扎实推

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

绕过密云水库北行，远远望去，山上植被已恢复，

山脚下种植板栗、红薯等经济作物，一派生机盎然

……走进位于北京市密云区不老屯镇、太师屯镇等地

区，很难看出这里是昔日的矿山、矿点。

而在十几年前，当地“靠山挖山”盗采频繁，滋生

了以刘旭为首的恶势力团伙，暴力垄断矿石交易，后

通过成立园林绿化公司洗白“转型”，盘踞当地长达15
年之久。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这一团伙被一举打掉。作

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及重要饮用水源基地，密云区以案

为鉴、以案促改，开展自然资源领域专项治理，通过一

系列有力措施守护好绿水青山。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

首看，三年专项斗争成绩来之不易；抬望眼，推进长效

常治依然任重道远。

深入梳理专项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普遍性、深层次

问题，从法律、政策、制度机制层面研究解决的办法，

一系列常态化治理举措正在部署；

以源头治理为治本之策，对社会治安、乡村治理、

金融放贷等 10个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防范

黑恶势力滋生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

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紧扣扫黑除恶

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坚决清

除害群之马、彻底整治顽瘴痼疾，一个新的战场正在

开辟；

……

三年实践充分证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巩固党

的执政根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发挥了重要作用。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了

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剑不入鞘、鞭不离手，扫

黑除恶常态化开展，必将为这场伟大斗争续写新的历

史篇章，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雷霆亮剑——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纪实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拟对安徽弘毅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

置。截至2021年02月28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3,671.41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位于芜湖市无为市等

地区。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安徽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吴经理，陈经理

联系电话：0551-65803069，0551-65803068
电子邮件：wuhao1@cinda.com.cn，chenliuli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杭州路2599号中国信达2号楼16-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51-6580301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xiuye@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包明细表

单位：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2021年3月31日

中国信达安徽分公司安徽弘毅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编号

1

2

3

4

总计

债务人名称
安徽弘毅电缆集

团有限公司
安徽华峰电缆集

团有限公司
安徽华天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
安徽省无为县胜
友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
***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

本金余额

10,691,200.00

2,792,574.96

3,499,457.92

6,999,998.99

23,983,231.87

利息余额

7,822,196.96

1,557,954.59

1,292,502.55

1,882,940.33

12,555,594.43

费用余额

98,788.00

35,824.00

35,069.00

5,600.00

175,281.00

司法进程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

押品业态

工业房地产

工业房地产

工业房地产

工业房地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