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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荆州在行动

9月1日起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本报讯（通讯员廖孟文 记者李天然）日
前，沙市区公安分局一名干警涉嫌为赌博场
所充当“保护伞”、收受“好处费”问题，正在被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查办之中。这是市纪委监委利剑出鞘“扫黑
除恶”的一个缩影。

记者从市纪委监委获悉，今年来，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扫黑除恶与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打虎拍蝇”结合起来，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全力推进专项斗争
深入开展。截至目前，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受
理涉黑涉恶问题线索105件。

市纪委坚持高位推进，周密安排部署，相

继召开3次常委会，学习中央、省委、市委关于
扫黑除恶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有关会议精神，研
究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制定了监督执纪问责
工作方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贾石松把扫黑除恶工作拿在手上抓，先后4
次在全市性会议上进行安排部署，担任市纪委
监委机关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多次就涉黑
涉恶重要问题线索与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
书记周静，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黄庭
松面对面沟通交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政
治责任。各县市区纪委监委对标看齐，主要领
导靠前指挥，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积极投身到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

同时，市纪委监委坚持深入宣传，广泛收
集线索，并利用荆州清风微信公众号，向广大
党员干部和其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宣传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意义、总体要
求、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重点打击对象，提
高知晓率和参与度。在荆州廉政网公布举报
电话和信箱，建立党员干部涉黑涉恶充当“保
护伞”问题举报“直通车”。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贾石松还在全市大会上公
布自己的手机号码，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
收集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同时，加强与
市扫黑办、市委政法委和政法各机关以及政
府有关职能部门的联系沟通，认真落实涉黑

涉恶问题线索双向移送、结果双向反馈的制
度。对收集到的问题线索，市纪委监委开辟
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处置，综合分析、科学研
判，组织精兵强将快查快结。对上级交办件
和重点问题线索，市纪委监委实行领导挂牌
督办、异地交叉和提级办案，排除干扰和阻
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

据悉，市纪委监委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
护伞”问题线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零容忍
的态度把专项斗争进行到底，以实实在在的成
效取信于民。今年8月，公安县和洪湖市监委
先后对为赌博场所、卖淫团伙充当“保护伞”的
2名派出所辅警采取留置措施进行调查。

本报讯（记者肖潇）自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荆州两级法院始终保持扫黑除
恶高压态势，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
公正、高效地审理了一批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从严从快惩治黑恶势力犯罪，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

截至目前，全市法院受理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2件28人，审结1件
14人；受理恶势力犯罪团伙4件17人，审结4
件17人，有力打击了黑恶势力犯罪。

市中级人民法院始终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成立了院长肖志
坚为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全市法院工作台账
和信息报送制度，每周呈报案件审判数据和
重要信息；建立健全重大案件督导制度，加大
对基层法院涉黑涉恶案件督导，院长肖志坚
亲自带队深入8个县市区进行检查督办，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提供了坚强的组
织保障。

挑选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审判作风
硬的员额法官，组建扫黑除恶专业合议庭，承担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审理及调研工作，及时发现
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动向，立行立改，
不断提升办案质量与办案效率。

荆州法院坚持以“把每一件案件办成铁
案”为目标，紧紧围绕扫黑除恶十类重点打击

对象，确定打击重点。对检察机关起诉的涉黑
案件优先审理，结合刑事速裁和刑事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依法从严、从快审理涉黑案件；结合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把牢
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坚
决防止冤假错案。

今年上半年，市中级人民法院圆满审理
了常某、马某某、周某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案，
一审判处常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判处马某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判处周某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
权利3年，打掉这一恶势力犯罪团伙，切实提
升了群众安全感。公安县人民法院圆满审理
了姚某某、邹某某、卞某某妨害公务、寻衅滋

事案，打击震慑了染指民生项目的恶势力嚣
张气焰，得到县委、县政府高度评价和社会各
界一致肯定。

全市法院还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一盘
棋”思想，建立公、检、法联席会议制度，加强
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日常联系、信息互通
与资源共享，统一执法思想和证据标准，推动
形成扫黑除恶合力。

法院审判过程也是普法过程。全市法院
充分利用媒体渠道，对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
高的重大、典型案件，通过公开审判、法官说法、
以案释法、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揭露黑恶势力
犯罪事实，展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最新成果，积
极营造扫黑除恶的强大声势。

利剑出鞘“扫黑除恶”
市纪委监委全力推进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依法从严从快惩治黑恶势力犯罪
截至目前全市法院审结黑恶类案件5件31人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党的制度笼子，为全面
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要强化

《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使铁的纪律真
正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我们党是靠
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
势，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保
证。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党的纪律规矩
既是“紧箍咒”，也是“安全带”，必须时时处
处严格遵守。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党
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来看，纪律意识淡
薄、规矩意识弱化正是不少人迈向贪腐深渊

的第一步。这些人当中，有的把党章党规党
纪束之高阁，从无知发展为“无畏”，往往“破
纪”了还不以为然；有的胆大妄为又心存侥
幸，自以为游走于纪法“红线”边缘“不算事”
也能“不出事”；有的把个人权威、私人利益
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事实证明，“纪律是块铁、谁碰谁流血”，
谁漠视纪律谁就会付出代价。

知纪明纪，方能遵纪守纪。纪律意识是
否牢固，是党员干部能否遵守党的纪律的先
决条件。纪律意识不会自然养成，必须通过
不断学习增强。党中央时隔三年再次修订

《条例》，向全党释放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的强烈信号。广大党员干部应以此为契
机，自觉增强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要主动

学、认真学、结合实际学，准确全面理解，掌握
精神实质，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
尤其要把握好《条例》中针对管党治党的突出
问题和监督执纪中发现的新型违纪行为作出
的新规定。在熟悉掌握《条例》的基础上，真
正把《条例》刻在心上、烙在脑海，联系实际、
时时对照，在思想上划出红线、筑牢底线。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学习贯彻
《条例》决不能“说说”“写写”“挂挂”，必须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要知敬畏，把党的纪律
规矩视为“带电的高压线”，时刻紧绷纪律规
矩这根弦，守住慎独慎初慎微的关口，做到
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常省察，
自觉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坚持“吾日三省吾
身”，坚持“时时勤拂拭”，认真自查思想行

为，及时修枝剪叶、涤荡心灵。要把守纪律
讲规矩作为行为准则，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
点滴滴，使其成为一种思维习惯、行为自
觉。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在“守”字上作表率，形成上行下效、上率下
行的良好局面。

守纪律讲规矩，既要靠自律，也要靠他
律。我们党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为
党组织中的一员，必须自觉接受监督和约
束。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制度笼
子越扎越紧，“严”和“实”的要求一刻都不会
放松。党员干部要把严管视为厚爱，知行合
一，自觉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
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做遵规守纪的合格党员。

（原载于8月3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日前，在荆州“大外环”复兴大
道郢城段，施工人员在对部分高架
桥桥墩进行施工作业。复兴大道工
程是全市首个 PPP 项目，总投资达
82.47亿元，路线全长25.45千米，西
连荆州高新区迎宾大道，东接沙市
区岑河镇荆州机场，是荆州市区的
快速交通走廊，也是铁路、公路、机
场、港口等综合交通体系的主要转
换通道。 （黄志刚 摄）

复兴大道建设提速复兴大道建设提速

“小工程”释放
普纪普法“大能量”
——石首市开展党规党纪和国家

监察宣传教育“十进十建”活动侧记
□ 记者 李天然 通讯员 朱朝阳 鄢蒙

“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
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近期，一部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制作的《带你了解监察法》微视频引爆石首市民微信朋友圈。

怎样才能深入推进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宣传教育‘十
进十建’活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让大家看得懂、记得住？
为此，石首市纪委监委花了不少心思。

“拉横幅、发传单等传统宣传方式耗时费力，效果也不
尽如人意，一定要找到一种更加‘接地气’‘聚人气’的宣传
手段，真正实现‘事半功倍’！”

一滴水也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自今年5月起，石首
市纪委监委创新普纪普法宣传手段，以抢占小屏幕、小活
动、小平台的“三小工程”为切入点，让党纪党规和国家监察
法入眼入脑入心。

小屏幕也有大视野。石首市纪委监委借助《清风石首》
《今日石首》《石首先锋》等微信公众号发布《带你了解监察
法》微视频，制作监察法知识辅导H5页面，并推送到短视
频、微博、手机报等新媒体平台。同时，积极发挥新闻媒体
宣传主渠道作用，在《石首新闻》中开辟《正风肃纪》《走近监
察法》专栏，利用石首广电等微信公众号开展监察法专题解
读。该市还充分发挥电影院片前播放广告的黄金时间，播
放党纪国法公益广告，把法纪声音带到群众身边。

（下转8版）

本报讯（记者刘
思楫 通讯员范宏萃
付开琦）昨日，中央扫
黑除恶第7督导组副
组长倪虹一行，对我
市建筑工程领域的扫
黑除恶工作进行督
导。市长崔永辉、副
市长傅志峰陪同督
导。

督导组一行先后
来到沙市区长港路大
板房危改项目施工现
场和保利地产在建工
地，了解项目建设的
相关情况，并与相关
部门和人员进行了座
谈。指出了我市建筑
工程领域在宣传发
动、线索摸排、工作专
班、部门协作上存在
的问题。

倪虹指出，深化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
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
署，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要加大扫黑除恶
排查力度，坚决以零
容忍的态度打击黑恶
势力，不断优化建筑
工程领域环境，给投
资者、建设者以安全
感。要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宣传，
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
与，敢于对黑恶势力
说“不”，共同营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

崔永辉表示，荆
州市委、市政府一直

以来把建筑工程领域作为扫黑除恶的重点，坚持重拳出击、
露头就打，切实保障建筑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全市各级各
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积极主动配合中央督导组的工作，实
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

当日，中央扫黑除恶第7督导组荆州督导小组副组长张
凤艳一行，对市工商局、市水利局、沙市区公安分局扫黑除恶
工作进行督导。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静陪同督导。

在市工商局，督导组一行听取了扫黑除恶工作汇报，调
阅了相关案卷和材料。张凤艳指出，市工商局在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中，对某些暴露出来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警惕
性不高。她要求，市工商局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行立改；要把
日常工作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机结合起来，找到抓手，建
立长效机制，加强对涉黑涉恶线索排查核实的规范管理。

在市水利局，张凤艳实地了解涉水涉砂，以及水利工程
领域涉黑涉恶案件的办理情况，指出市水利局在推动扫黑
除恶工作中存在“一案三查”后续环节衔接不到位、深挖“保
护伞”不力的问题，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一线执
法人员责任心，尤其是要标本兼治打击非法采砂，深挖黑恶
势力“保护伞”。

在沙市区公安分局，督导组一边查阅开展扫黑除恶斗
争资料，一边询问案件进展。张凤艳指出，沙市区公安分局
要充分发挥扫黑除恶主力军作用，善打硬战深挖严打，将扫
黑除恶斗争推向深入。

中央扫黑除恶第7督导组督导进驻湖北时间原则上为
1个月。督导进驻期间(2018年8月31日-9月29日)设立
举报电话：027-88510838，举报信箱：武汉市A77830邮
箱。督导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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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记者6日从财政部了解
到，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自2018
年9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我国对金融机构向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
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小额贷
款是指单户授信小于1000万元（含本数）的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款；没有授信额度的，是指单
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额在1000万元（含本数）以
下的贷款。

对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
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金融机构可按会计年度在两种
方法之间选定其一作为该年的免税适用方法，一经选

定,该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这两种方法分别为：对利
率水平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50%（含本
数）的单笔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对不
高于该笔贷款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50%
（含本数）计算的利息收入部分免征增值税。

通知要求，金融机构应持续跟踪贷款投向，确保贷
款资金真正流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
款的实际使用主体与申请主体一致。

各地税务部门要加强免税政策执行情况后续管
理，对金融机构开展小微金融免税政策专项检查，发现
问题的，按照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并将有关情
况逐级上报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
员办要组织开展免税政策执行情况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