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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资料之一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意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

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针

对当前涉黑涉恶问题新动向，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

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

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既有力打击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形

成压倒性态势，又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效机

制，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工作重点】

这次全国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自 2018 年初开始，至 2020 年底结束，为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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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8 年：严态势，营造人人喊打的氛围；2019 年：攻

案件，提升群众满意度；2020 年：建机制，取得压倒性胜利。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五项工作措施】

摸线索，打犯罪，挖“保护伞”，治源头，强组织。

【“扫黑除恶”与“打黑除恶”的区别】

1、重视程度不同。这次“扫黑”，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通知，整合多部门力量，集党和

国家之力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2、广度和深度不同。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

角度出发，强调点对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这次“扫黑”是

“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在更大范围内，更全面、更深入

的扫除黑恶势力，不但要打击犯罪，还要打击违法行为”

3、过去“打黑”打的多，防的少。这次“扫黑”更加

重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齐抓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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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资料之二

什么是黑恶势力？

黑恶势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犯罪团伙的合称。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哪些特征】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

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

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

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

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

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恶势力”组织的特征】

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

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

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恶势力一般为

三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违法犯罪活动主要为强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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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等，同时还可能伴随实施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

迫卖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抢劫、抢夺、聚

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及聚

众“打砸抢”等。

【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

恶势力犯罪集团是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恶势力犯

罪组织，其特征表现为：有三名以上的组织成员，有明显的

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较为固定，组织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

共同故意实施三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或者其

他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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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资料之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 12 种黑恶势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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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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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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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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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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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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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机场车站、旅游景区等场

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

力；

7、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8、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9、盗掘古墓葬以及倒卖、走私文物的黑恶势力；

10、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11、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

力；

12、黑恶势力“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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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黑恶势力实施以下犯罪活动请及时向公安机关

“扫黑办”举报】

1、强迫交易。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的；

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

标、拍卖的；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

债券或者其他资产的；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

活动的。

2、故意伤害。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及以上的。

3、非法拘禁。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

他人人身自由的；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

4、敲诈勒索。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

敲诈勒索的。

5、故意毁坏财物。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6、聚众斗段。为了报复他人、争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

当目的，纠集众人成帮结伙地互相进行殴斗，破坏公共秩

序的。

7、寻衅滋事。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

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

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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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资料之四

什么是黑恶势力 “保护伞”

1、在黑恶势力设立的公司、企业入股分红、合伙经营，

或与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共同犯罪的；

2、利用职务便利，为黑恶势力提供犯罪时间、条件，纵

容、包庇犯罪的；

3、为黑恶势力排除异己、谋取利益撑腰出头而违规立案、

越权执法、违法办案的；

4、对涉黑涉恶犯罪举报人打击报复的；

5、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有警不接、有案不立、立而不侦、

有证不取、该捕不捕、该诉不诉，以及随意变更强制措施、

撤销案件的；

6、在办案中跑风漏气、泄露案情，或向黑恶势力犯罪分

子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处罚的；

7、以普通个案处理代替涉黑组织犯罪结案，企图为黑恶

势力开脱罪责的；

8、捏造事实、毁灭证据、伪造自首立功等材料、不依法

履职审查核实证据，使涉黑涉恶犯罪分子漏捕漏诉漏判或重

罪轻判的；

9、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黑恶势力违法所得、赃款赃物不

能追缴而放纵犯罪的；



— 10 —

10、在羁押监管过程中失职渎职，为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或罪犯里勾外联串通案情、遥控指挥提供便利条件或放任不

管的；

11、在教育改造涉黑涉恶罪犯过程中收受罪犯及家属财物

或接受吃请，违规给予表扬、记功等考核成绩的；

12、违规违法呈报并办理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减刑、假释、

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的；

13、违规违法打探案情、说情打招呼、干预涉黑涉恶案件

依法办理的；

14、其他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致使对涉黑涉恶犯罪

打击不力的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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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资料之五

【扫黑必须“打伞”，基层“拍蝇”是关键】

扫黑就要铲除黑恶势力生存土壤，这个土壤就是基层腐

败这个“保护伞”。凡是黑恶势力能够长期称霸一方、为非

作恶，根本原因在于有一顶或多顶“保护伞”，一般的恶势

力后面也有人支持、纵容。现实表明，黑恶势力往往通过拉

帮结派、行贿送礼、请客吃饭等方式，与公职人员勾结在一

起，而一些抵抗力弱的官员为得到“好处”，充当其“保护

伞”，甚至通风报信或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使黑恶势

力有恃无恐。

这次扫黑除恶的着力点，除了打击黑恶势力本身，还要

打击基层腐败，查处“微腐败”，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

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加强

基层政权建设、组织建设。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的“保

护伞”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涉及

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利用“软暴力”实施犯罪】

黑恶势力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采

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侵犯人身权利、财产

权利，破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并构成犯罪的行为。

【“村霸”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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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严重干扰破坏村民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的；

2、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打架斗殴、聚众闹事，危害

农民群众利益，群众不敢惹、乡村干部不敢管的；

3、倚强凌弱、强拿强要、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或坐地

纳贡、结伙哄抢的；

4、有组织、有固定成员，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扰乱和

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秩序，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

5、对乡村干部不满，寻衅滋事、无理取闹，或者依仗

其家族、亲属势力或利用其物质财富操纵农村基层组织选举

的；

6、诬告陷害，利用热点难点、矛盾纠纷煽动群众，操

纵闹事，破坏农村安定团结的；

7、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残害无辜的。

【候选人联审机制是什么意思】

在村“两委”换届中，组织部门协调政法、纪检、信访

等 8 个部门组成联合审查组，对候选人进行资格把关，把黑

恶势力挡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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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资料之六

【防范套路贷】

“套路贷”的“借款”是被告人侵吞被害人房产、财产

的借口,所以“套路贷”是以“借款”为名行非法占有被害

人财物之实。“套路贷”的实质是一个披着民间借贷外衣行

诈骗之实的骗局。

如何有效的防范套路贷？

1、不要轻易借钱，不要过度消费，不要因为容易借到

钱就轻易去借钱，永远要记住借了钱是要还的。

2、要找正规的机构借钱。如果向非银行借钱，在签借

款合同时要保留证据，避免签订空白合同和阴阳合同(两份

不同的合同)，借款金额、手续费等要明确;不要轻易提供银

行卡、身份证给对方保管和使用;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的，一

切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3、一旦发生逾期，不要害怕慌乱，切忌借新还旧、以

贷养贷。切忌签订一些违背真实意思的合同，比如说网签房

屋转让合同，特别是房子值 150 万，签的价格是 100 万。

4、一旦借款机构咄咄逼人，甚至侵害到借款人的人身

安全，可以向相关金融主管部门投诉，如果涉及个人生命财

产安全，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防范校园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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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贷，又称校园网贷，是指一些网络贷款平台面向在

校大学生开展的贷款业务。校园消费贷款平台的风控措施差

别较大，个别平台存在学生身份被冒用的风险。此外，部分

为学生提供现金借款的平台难以控制借款流向，可能导致缺

乏自制力的学生过度消费。

大学生该如何防止卷入“校园贷”的深渊？

1、身为大学生对一些事物的好坏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对于介入“校园贷”，一定要慎重。

2、要有一个意识，那就是裸贷一般其中会有高利贷的

陷阱，这些都是不合法的。

3、保护好个人信息，慎重外借身份证。对一切要求透

露个人信息（如身份证、学生证、家庭信息）的代办证件的

事项要慎重对待。

4、一旦陷入非法“校园贷”第一时间找警察及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寻求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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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资料之七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

黑恶势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是人民群众深恶

痛绝的顽疾,必须坚决依法予以打击。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精神，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

定，现就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自本通告

发布之日起，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依

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拒不投案自首、继续为非作恶的，将

依法从严惩处。对于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人员充当“保护伞”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将坚决依法依纪查处,不管涉及谁，都

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二、黑恶势力犯罪人员的亲友应当积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

首,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人

员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窝藏、包庇黑恶势力犯罪人

员或者帮助洗钱、毁灭、伪造证据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黑恶势力犯罪人员

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并经查证属实，以及提供侦破

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并经查证属实，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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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

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黑恶势力犯罪人员

积极配合侦查、起诉、审判工作，在查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组织结构和组织者、领导者的地位作用,组织实施的重大犯

罪事实，追缴、没收赃款赃物，打击“保护伞”等方面提供

重要线索和证据，经查证属实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

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全国政法战线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各级党

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势，推动各

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要以“零容忍”

态度，坚决依法从严惩治，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重拳出击，

侦办一批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案件，整治一批涉黑涉恶

重点地区，惩治一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分子，确保取得积极

成效，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奠定坚实基础，不断增强人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

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和“村霸”

等突出问题,对在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铲除黑恶势力滋

生土壤、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予以

奖励。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18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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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资料之八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标语

“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无乱育德，无伞固基”

“积极行动起来，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

“扫黑除恶，弘扬正气”

“扫黑除恶，造福人民”

“莫怕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

“打早打小，露头就打，黑恶必除，除恶务尽”

“严惩黑恶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扫黑除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坚决打赢扫黑除恶攻坚仗”

“投案自首是黑恶犯罪分子的唯一出路”

举报方式

天津市举报信箱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新科道 2 号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300393；电子

邮箱：tjsshce@126.com；举报电话：12389。

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举报邮箱、信箱：天津市 449

信箱，邮编：300040；电子邮箱：tjdfjrjgjshce@163.com；

举报电话：5898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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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举报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鼓励社会

公众踊跃举报涉黑涉恶犯罪行为，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活

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包括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线索、恶势力犯罪集团线索、涉恶类犯罪线索、涉

黑涉恶“保护伞”线索和黑恶犯罪案件在逃人员线索。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举报奖励具体

范围指：

（一）政法机关尚未发现掌握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二）政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尚未发现掌握的党员干

部或其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为黑恶势力提供帮助或充

当“保护伞”线索；

（三）已立案侦查的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所实施，但政

法机关尚未发现掌握的犯罪案件；

（四）正在追逃的涉黑涉恶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线

索。

第四条 本办法的奖励对象为举报天津市行政区域内涉

黑涉恶犯罪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举报

人）。

第五条举报人可以向全市各级政法机关和扫黑办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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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市、区级政法机关和扫黑办按照“多口

受理、归口查证、综合认定、分级奖励”的原则，积极受理

各种举报线索，及时查证案件线索，按程序报批奖励。

第六条举报人可采取实名或匿名，通过当面举报、信函、

电话、网络通信或其他方式进行举报。

实名举报的应提供举报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及联系方式

等情况。匿名举报时，举报人可使用 6 位数以上的密码作为

本人代码，扫黑办以密码确认举报人并反馈举报结果，进行

奖励。

第七条举报人举报时，应尽可能详细提供发生涉黑涉恶

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过程等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姓

名（绰号）、住址、通讯方式、主要体貌特征、活动路线、

藏匿地点，以及是否持有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情况。

第八条对举报人提供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一般在 3个月

内核查完毕，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等重大、

复杂线索可适当延期。除无法通知或有碍核查外，线索核查

情况应当向举报人反馈。

第九条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举报奖励按照分级负责的原

则，由案件承办单位提出申请，报市、区扫黑办分级审批，

审核通过后兑现落实奖金。举报奖励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

分级保障，接受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

第十条举报人举报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

按下列标准对举报人给予一次性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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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证属实并以黑社会性质类罪名对被举报对象提

起公诉的，奖励人民币 20000 一 100000 元，特别重大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奖励资金最高 200000 元。

（二）查证属实并以恶势力犯罪集团对被举报对象提起

公诉的，奖励人民币 10000 一 50000 元。

（三）查证属实并以涉恶类犯罪罪名对被举报对象提起

公诉的，奖励人民币 500 一 2000 元。

（四）查证属实并对涉嫌向黑恶势力提供帮助及充当

“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和其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追究刑

事责任的，奖励人民币 1000 一 10000 元。

（五）根据举报线索抓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组

织者、领导者或主犯的，奖励人民币 10000 一 50000 元；抓

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骨干成员的，奖励人民币 5000

一 20000 元；抓获其他一般成员的，奖励人民币 500 一 200

元。

同一举报人在同一案件中，分别发挥上述不同作用的，

应当重复奖励。

第十一条对举报线索实行首报奖励和次报补充奖励机

制。对多人举报同一线索的，原则上只奖励第一举报人；对

于补充举报新线索的，视具体情况予以奖励。举报顺序以受

理举报的记录时间为准。两人以上联名举报同一案件的，奖

励金由举报人协商分配。

第十二条举报人根据公安机关发布的公告或通缉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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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的，按照公告或通缉令规定的奖金数额

予以奖励，不再按本办法重复奖励。

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奖励范围：

（一）犯罪嫌疑人自首、主动投案的；

（二）案件受害人及关系人即时或过后报案的（根据受

害人及关系人举报查破其它涉黑涉恶案件的，应予以奖励）;

（三）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人员、服刑人员检举揭发的；

（四）政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事先掌握的；

（五）国家工作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知悉的；

（六）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员举报的；

（七）其他不属于奖励范围的情况。

第十四条举报人提供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符合奖励条

件的，案件承办单位应当在提起公诉后 20 个工作日内提出

奖励申请，按照案件管辖层级报市或区扫黑办审核批准。审

批通过后，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匿名

举报或无法通知的，应在当地相关媒体上进行公布。

举报人应当在接到领取奖金通知后 30 日内，匿名举报

人应当在媒体发布领取奖金信息后 90 日内领取奖金，逾期

不领取的，视为放弃。

第十五条奖金领取方式：

（一）举报人到指定地点当面领取奖金的，举报人需提

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简述线索内容。

（二）举报人委托他人领取奖金的，领取人须携带举报



— 22 —

人授权委托书连同本人及举报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简述线索

内容。

（三）匿名举报人本人或委托他人领取奖金的，需提供

举报人代码（匿名举报时提供的密码），并简述线索内容。

第十六条严禁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或虚报冒领奖

金，

违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对举报材料及举报人信．息要严格保密，对违

反工作纪律和保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纪依法追究其相

关责任。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本办法由天津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正式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