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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7月24日上午，
伴随着朗朗的读诗声，广元市
旺苍县家规家训挂厅堂暨“青
莲光明”荷花节在白水镇光明
村盛大启幕。与一般节会不一
样的是，当天，该县多名领导干
部的家属被邀请到活动现场，
除了赏荷之外，还现场学起了
家规家训。

“‘求是明德，认真做事，踏实
做人’，这是县财政局干部韩军的
家规家训”“‘为人正派，无须溜须
拍马；处事公道，不负天地良心，’
这是县扶贫移民局局长李伟的家
规家训。”活动现场，部分党员干
部及群众代表收到了特别的“礼
物”——家规家训牌匾。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领导
干部的家属代表，纷纷走向台
前，表态发言，要担起正家风的
责任。“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的家
属，我们就要担起正家风的责
任。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和谐，
我们任重而道远！”三江镇党委
书记李正斌的爱人张兰说。

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父
亲、一名干部家属，我将谨记组
织的教育培养，发挥余热，做一
名家风家训家规教育的倡导

者，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
量。”白水镇党委书记昝亮的父
亲昝绍兴老人说。

……
白水镇光明村属贫困村，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1 户 141
人，2017 年实现整村脱贫退
出。该村以建设“青莲光明”为
目标，借助生态优势，结合乡村
旅游发展趋势，建设成具有体
验、教育、康养等功能的新型乡
村旅游景点。

背靠青山，环绕绿水，旺苍
县家风馆就坐落在山明水秀的
光 明 村 之 中 。 该 家 风 馆 于
2017年11月在原雷氏祠堂旧

址上建成，取名为“清风睦世”，
是旺苍首个家风馆。展馆分为
三个部分，五个展区，收录了近
两百条家风家规故事，收纳了具
有旺苍本地的族谱及具有旺苍
特色的木雕及书画作品。以“家
国天下”的情怀立意，通过展板、
实景雕塑、多媒体等形式，集中
展示了雷氏及旺苍部分家族的
优秀家风家规、乡贤文化及当代
全县党员干部的家风家规。

启动仪式上，旺苍县委书
记刘亚洲寄语广大领导干部要
把家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
以德治家、以廉齐家、以俭兴家，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严守廉洁家训，树立良好家风，

传递廉洁基因，为家庭成员做好
表率。领导干部的家属要争当

“廉内助”，吹好“耳边风”。以实
际行动构筑起家庭反腐倡廉的
坚固堡垒，为决胜脱贫攻坚、同
步全面小康、加快实现旺苍转型
发展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此次活动，以莲喻廉，纪旅
融合，将优秀的家规家训融入
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家规家训
带出整洁的环境、文明的乡风，
同时引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好
家训、秉承好家规、继承好家
风，营造知荣辱、讲文明、树新
风、促和谐的时代风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刘彦谷

华西都市报讯（杜渊 记者
谢颖）7 月 25 日，记者从巴中市
巴州区“扫黑办”获悉，该区牢牢
把握“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
治乱”的方针，坚持“打早打小、
除恶务尽”的原则，区级政法部
门构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
索核查、案件侦查、案件审查、案
件审判的快核、快侦、快诉、快判
机制。截至目前，全区共摸排核
查涉黑恶线索84条，破获涉黑恶
刑事案件39件，打掉涉黑犯罪团
伙 1 个，套路贷团伙 1 个。查办

“ 黄赌毒”，采取堵路堵桥、扬言
跳楼等方式表达利益诉求等社
会治安乱点、乱象案件57件。

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扫
黑办”与区纪委监委联动，将扫黑
除恶与反腐、“拍蝇”相结合，并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纳入“中
梗阻”治理内容，目前尚未发现
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
伞”的情况。

华蓥走“群众路线”
扫除治安乱点
助力“夏安”行动
华西都市报讯（唐光辉

记者 汪仁洪）“以前下班后总
是早早地回住处，毕竟这是
出租屋嘛，人员复杂，心里还
是挺害怕的，但自从公安开
展治安乱点整治后，这边清
净了很多，我喜欢这种居住
环境。”林女士是贵州人，在
四川省华蓥市城区经营小生
意，谈起当地公安机关近日
开展的“夏安”系列专项行动
时，感慨说道。

据悉，4 月以来，华蓥市
公安局结合辖区治安实际，
开展“夏安”系列专项行动，
创新地将“群众路线”与治安
乱点整治结合起来，取得良
好效果，第二季度全市社区
安全感满意度达到 95.38%，
为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社
会治安环境。

整治行动中，华蓥市公
安局特别重视群众的力量。
为了有效整治治安乱点，他
们采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
结合的宣传方式，通过网站、
报纸、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
发布消息 78 次，开展警企交
流会、警民恳谈会、村组院坝
会23 次，宣传整治情况及举
报渠道，进一步提高群众自
我防范意识和平安共建的主
人翁意识。华蓥市公安局治
安大队长童贞广表示，“要让
群众成为‘无处不在的眼睛
’，有了广大群众的参与，才
可能打赢这场乱点整治的艰
巨战争。”

涉黄涉赌案件往往是群
众举报集中、社会反响强烈
的案件，直接影响着普通市
民的日常生活。活动以来，
共 收 集 群 众 举 报 信 息 138
条。根据举报信息，该局捣
毁黄赌窝点14处，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47人。

“查得好！这些搞赌博
的，不仅影响了周边居住的
孩子，而且噪音很大，也影响
了大家日常生活，大家伙儿
要多给警察提供线索！”6 月
8日，在华蓥市红星二路一个
赌博窝点被端掉时，王大妈
跟周围邻居讨论道。据悉，
每整治一个黄赌毒乱点时，
华蓥市公安局都及时在各个
平台发布整治成效，既震慑
违法犯罪，又鼓励更多的群
众提供线索，实现警民共建
共治“闭环”良性运转。

为了巩固整治成效，华
蓥市公安局组织在每个社区

（村）聘请“治安先锋”。“治安
先锋”负责对本辖区安全隐
患和治安乱点情况进行收集
上报，与民警定期沟通交流，
分析研判整治对策，联系村
社干部及群众代表对整治成
效进行评价，形成警民共建
共治的良好局面。

荷花节“以莲喻廉”
广元旺苍干部家属学家规家训

巴中市巴州区
破获39起涉黑恶案件

今年 4 月，因急需用钱，
巴州区市民文某向一家“小
额贷款公司”借贷 8000 元，
该公司通过巧立平台管理
费、家访费和保证金扣取文
某 2000 余元，最后该公司向
文某实际转款 5800 余元，并
要求文某写下 17000 元的虚
高借条。

完成各种贷款手续后，该
公司将文某手机里的通讯录
拷贝备份，安排人员到文某住
处，用微信定位其住址，告知
文某如不能按期按时还款，不
仅会派人上门催收，还将其借
款不还的情况，广而告之其亲
戚朋友。后来文某无力偿还
借款，小贷公司便派人采用言
语侮辱、威胁，向文某亲友编
发 催 债 短 信 等 方 式 催 债 。

2018 年 5 月 12 日，走投无路
的文某选择跳楼自杀，后被民
警劝解救下。

了解文某自杀原委后，巴
中市巴州区公安分局迅疾成
立专案组，历时近半个月的侦
查，一个以民间借贷为幌子，
通过“虚增债务”“胁迫逼债”
等各种方式非法占有公私财
物的涉嫌“套路贷”犯罪团伙
浮出水面。2018年5月至6月
期间，犯罪嫌疑人何某某、雒
某某等18人被相继抓获归案。

经查，该团伙以犯罪嫌疑
人周某、何某某、邓某 3 人为
首，在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没
有 任 何 资 质 的 情 况 下 ，于
2018 年 3 月在巴州区开办了
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以民间借
贷为幌子，签订“虚高金额借

条”等明显不利于借款人的债
务合同，并聘请催债人员，以
打电话骚扰、言语辱骂、跟踪
蹲守、喷油漆等软暴力手段促
使借款人还款就范，导致多名
借款人被迫离家出走、甚至跳楼
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团伙
作案共计120余起，受害者多
达120余人，非法放贷100万
余元，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据介绍，该案是我省首例
涉恶性质“套路贷”违法犯罪
案件。目前，该犯罪团伙中的
5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
留，13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
敲诈勒索罪被巴州区检察院
依法批准逮捕。

杜渊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谢颖

巴中打掉全省首个“套路贷”团伙

7月24日，广元市旺苍县家规家训挂厅堂暨“青莲光明”荷花节在白水镇光明村启幕。

部分党员干部及群众代表收
到了家规家训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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