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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册案卷，涉嫌罪名 16
个，犯罪事实 54起，证据材料
1000余份，光盘187张，这是备
受关注的以蔡国强为首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的庭审材料。这
些案卷不仅展现了这一涉黑集
团的累累罪行，也体现了案件
庭审的难度。这起案件的审判
长，是咸阳市武功县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庭长高继升。为了
这次正义的审判，他和同事们
连续奋战了6个月。

蔡国强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是在办理吴领会黑社会性
质组织案时，深挖发现的黑社
会性质犯罪集团。标准要求
高、工作头绪多、时间任务紧、
审判压力大，面对这一情况，高
继升自告奋勇挑起重担：“案子
交给我，我来上。”

就这样，他收拾行李住到
了法院，一住就是半年。为查
明案件事实、厘清案情脉络，加
班到深夜成为了家常便饭。

依法办案，维护公平正
义，这是高继升的办案准则。
别看只有简单的十个字，高继
升通过自己在工作中摸索出的

“四勤”工作法，以实际行动交

出了一份合格答卷。所谓“四
勤”，就是脑勤、嘴勤、脚勤和
手勤。

“这些是我在庭前准备期
间阅卷笔录，有45万多字。”在
武功县法院办公室内，高继升
指着厚厚一摞笔记说。一本本
阅卷笔录靠着高继升在电脑前
一字一句地敲打键盘而来，这
仅是他在历时176天的庭前准
备期间所作的一项准备。

高继升告诉记者，所谓脑
勤，就是勤思考，常常翻阅资
料，重温法律法规，查找典型案
例，从中学习经验；嘴勤，就是
经常向当事人宣传法律政策，
善做被告人的思想工作，推动
案件审判万无一失；脚勤，就是
只要有时间就积极参与专案组
成员议案，从中掌握案件审判
要点，提升审判技能和水平；手
勤，就是在审查案件卷宗中，对
被告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和复杂
的证据材料进行抽丝剥茧的梳
理，形成阅卷笔录，确保庭审活
动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都有理
有据。

期间，高继升先后走访当
事人 90余人次，阅读堆起来

有 2米多高的案卷 244册，审
查录音录像资料 187份，甄别
辩护人提供的申请及证据资
料近 60份，组织专案组成员
召开案件分析会、罪名审查
会、审判研讨会、工作推进会
73次。

为了提升庭审质效，武功
县人民法院将庭审工作时间
从原计划的 10天调整为 6天，
每日审理 5至 7起犯罪事实增
加为至少 12起，高继升和法
院全体法官干警在高强度、高
质量、高成效中完成了各项庭
审工作任务。又经过 15个日
夜的奋战，合议庭形成了近
1200页的审理报告，经审判委
员会讨论，多次议稿、校对，最
终形成了近 700页 36万字的
判决书。

2020年 6月 10日 8时 30
分，随着一声铿锵有力的法槌
声响起，蔡国强等57人涉黑案
件在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体育
馆开庭审理。庭审现场，8名
公诉人、57名被告人、60名辩
护律师参加庭审，省、市、县有
关部门代表、党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被告

人家属等200余人参加旁听。
2020年6月30日，蔡国强

等 57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公
开宣判。主犯蔡国强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13
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25
年；其他5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
处 1年至 20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终于，长期称霸一方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受到法
律的严惩。

作为全国扫黑办第六批
挂牌督办的重点案件、陕西省
率先进入审判环节的涉黑案
件，咸阳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涉案人员最多、影响最为恶劣
的涉黑案件，该案的依法审结，
带动侦破了一批陈年积案，极
大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产生
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使法治声
威得到彰显，治安环境持续向
好，斗争成果深入人心。

回想起庭审的这段时间，
高继升感慨万千：“扫黑除恶，
民心所向；为了把案件办成经
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
我们无怨无悔。”

本报记者石喻涵

2020年 12月 23日，宝
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社
会公布了辖区交警大队长、
中队长的电话号码，希望市
民遇到交通问题，可以第一
时间直接向辖区交警部门
负责人反映。昨日，记者了
解到，自公布监督电话以
来，市区公安交管部门共收
到群众 1500余个电话反映
交通堵点、乱停乱放等交通
问题。问题整改、隐患清零
等正在有序解决。

1月 12日，记者在街头
随机采访了出租车、货运车
辆和私家车驾驶员，大多数
驾驶员表示知晓交警这一举
措。通达出租车驾驶员黄先

生表示，有问题能和交警大
队大队长直接联系，这一做
法非常好，今后如果遇到道
路拥堵、事故，他都会及时反
馈。货运驾驶员李先生表
示，交警大队长、中队长公布
电话，市民联系起来非常方
便，每天驾驶车辆在市区穿
梭，他看到主要路段交警岗
亭门口公示了这一信息，如
果遇到拥堵等问题，他会第
一时间联系反映。

自公布电话“挂图作
战”以来，市区各交警大队
高度重视，对于群众反映的
问题逐条记录，及时处理并
反馈。

渭滨交警大队教导员

肖建林告诉记者，群众的问
题主要集中在政策法规咨
询方面。从来电看，大货车
司机咨询禁限行区域、限号
问题较多，清姜路因改造时
间较长，导致占用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小区附近乱停
乱放、车辆挤占盲道等交通
违法行为比较普遍。目前，
群众反映的大部分问题已
第一时间安排民警上路巡
查，及时排解。

“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部署‘挂图作战’以来，接到
了很多群众来电，听到了很
多平时听不到的反馈。”高
新交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
郭涛表示，根据群众反馈的

问题，高新大队一中队立即
行动，对群众反馈区域、路
段实际调研查看，将可容纳
车辆数与实际停车需求进
行登记，力争从根源上缓解
停车难问题。另一方面，主
动走访辖区“停车困难小
区”水木清华、天玺台、左岸
新城等27个小区，对辖区住
宅小区的停车位使用情况
进行全面摸排。作为调停
人，联系开发商及物业公司
协调业主停车问题，力争尽
快解决业主与小区物业之
间的停车纠纷。

蔡尚武 本报记者董毅

本报铜川讯(程良财 记者
王锋袁靓)“扫黑除恶就是好，
如今铜川建筑工程领域有了新
气象，凭借逞强斗狠强揽工程
的事情没有了，我们可以靠实
力承揽工程了，阻挡、拦路、闹
事的事件很少见了，外部干扰
没有了，我们非常感谢党和政
府。”日前，铜川一位建筑工地
的负责人非常激动地向回访人
员说。

2020年12月27日，随着省
扫黑办挂牌督办的蔡永宏等29
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一审宣判，至此，
全市侦办的蔡永宏和袁耀辉2
件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全部审结；扈雷、吴永
国、杨大军等8件恶势力集团、
团伙案已全部判决生效……

法槌重击，正义如期而
至。伴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法槌

声，一个个黑恶分子得到应有
惩处，为害一方的涉黑涉恶集
团团伙被以风雷激荡之势端掉,
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被
以雷霆万钧之力捣毁,隐藏在黑
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被清
除、关系网被打破、利益链被斩
断,令铜川百姓拍手称快。截至
目前,铜川共打掉涉黑组织 2

个，涉恶犯罪集团19个、涉恶犯
罪团伙 13个；依法起诉 28件，
一审判决26件，按阶段要求全
面完成“案件清结”任务；依法
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2.89
亿元；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及“保护伞”案件96 件；涉黑涉
恶目标逃犯提前实现“清零”
目标。

留坝244套公租房
实现集中供暖

本报汉中讯（张萌 记者 陈卫平）
进入小寒，一场小雪让室外温度大幅下
降。然而，走进留坝县幸福花园公共租
赁保障性住房小区，市民毛素芳家里却
温暖宜人，暖融融的气息迎面扑来，63
岁的毛素芳正看着电视享受着惬意的
午后时光。

环顾50多平方米的房间，客厅、卧
室、卫生间都安装上了白色的暖器片，
温度计显示的温度18℃。

“虽然降温了，家里一点都不冷。
集中供暖就是好，暖和又干净，比以前
烤炉子好多了，感谢党和政府为咱老百
姓考虑得周到。”毛素芳感激地说，以前
特别羡慕别人家暖气的温暖，今年政府
出资免费给低收入家庭安装暖气，让我
60多岁还能住进暖气房，这样的民生
工程真是暖民心。

同样感觉暖心的还有家住金水茗
居公共租赁保障性住房小区的72岁的
下岗职工刘兴贵。

“以前每年烤炉子，煤钱就得2000
多元，集中供暖后我租的这套房暖气费
才要1000多元。”刘兴贵开心地说：“人
老了腿脚也不好，集中供暖免去了上下
楼搬运煤的麻烦，不仅省钱更省心。”

屋子热了，民心暖了。2020年留
坝县筹资200余万元，加大保障性安居
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居住功能完
善，为中低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
务工人员三大类保障群体，244套公共
租赁住房免费安装了集中供暖设施，住
户只用按照供暖收费标准缴纳暖气使
用费便可温暖过冬。这一民生工程不
仅让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感受到了

“住得进、住得稳、有尊严、能发展”的幸
福感，也收获市民的点赞。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对公共租
赁住房、低收入人群的关注，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的力度，努力构建和谐社区、
幸福家园。”县住建局局长张海霞介
绍说。

铜川一村一品助推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本报铜川讯（田宁 记者 王锋）近
年来，铜川市将一村一品和休闲农业发
展作为助力乡村振兴、助推脱贫攻坚的
民生转型工程，不断拓宽全市乡村特色
产业门类，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强化创
新引领，激发要素活力，培育发展动能，
助推全市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质量和发
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2020年，耀州区石柱镇西古村被
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截至“十三五”末，全市共创建“国”
字号16个，其中印台区陈炉镇、王益区
孟姜塬村、耀州区马咀村、新区陈坪村
等10个村（镇)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宜君县淌泥河
村、陕西照金现代生态休闲农业示范
园、宜君哭泉梯田等6个村（点）被农业
农村部认定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和中国美
丽田园，较“十二五”创建的9个“国”字
号增长77.8%。2019年底，全市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年接待 400万人次，较
2016年313万人增长27.8%，营业收入
7.7 亿元，较 2016 年的 1.4 亿元增长
450%。全市一村一品“国”字号示范村
（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6041.67元，较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29元增长
57%。

目前，一村一品和休闲农业发展迅
速，已成为铜川市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发掘乡村多元价值、促进乡村特色产业
业态创新的重要抓手，对该市发展现代
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带动农民就业增
收意义重大。

高继升：

办经得起检验的铁案

铜川打掉涉黑组织2个涉恶犯罪集团团伙32个

一组电话号码

成宝鸡破解交通难题“金钥匙”

扫黑扫黑除恶除恶
陕西在行动

扫黑除恶
典型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