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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通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

9 名 A 级通缉令在逃嫌疑人落网
本报讯（记者林靖）今天上午记者从
公安部了解到，为期 3 年的全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一年以来，截至目前共打掉
涉黑组织 1292 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5593
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79270 起，缴获各
种枪支 851 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
621 亿元，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7.7%，
八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 13.8%。全
国公安机关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立案查处 152 人，向纪检监察部门移交
涉及腐败问题线索 1738 条。
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公安部刑事侦查
局政委曾海燕表示，公安部采取直接牵头
侦办、挂牌督办、指定省级公安机关一把
手任专案组长、异地用警等超常规措施开

展专案攻坚，先后挂牌督办 48 起重大涉
黑案件，目前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20
起。为确保除恶务尽，
公安部持续加大对
涉黑逃犯的缉捕力度，2018 年 8 月底对
10 名重大涉黑案件在逃犯罪嫌疑人发布
A 级通缉令，目前已抓获 9 名；上月初，公
安部再次对 299 名涉黑逃犯开展集中缉
捕清零行动，截至目前已抓获 164 名。此
外，公安部还派出多个工作组赴泰国、缅
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开展境外追逃行
动，一大批潜逃境外的黑恶犯罪嫌疑人被
抓捕回国。
公安部还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司法
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
违法犯罪的通告》，公布了举报信箱、举报

网站和举报电话，
并要求各地制定出台有
奖举报措施。目前公安部扫黑办已接收
群众网络、电话、来信举报共 19 万余条，
从中梳理出有效涉黑涉恶线索 15445 件，
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开展核查，
已从中打掉
黑恶势力团伙 269 个；同时，部署全国公
安机关主动开展线索摸排，
共摸排线索近
20 万条，通过研判核查，已打掉黑恶势力
团伙 6800 余个。
此外，
公安机关积极会同纪检监察机
关，建立涉黑涉恶腐败线索、黑恶势力犯
罪线索双向移送制度和查办结果反馈机
制，深挖彻查黑恶势力“关系网”、
“ 保护
伞”，对民警违纪违法甚至充当黑恶势力
“保护伞”的，一查到底、决不姑息。按照

火车站游商兜售假充电宝 乘客别买
本报讯（记者张蕾）返乡的旅客在
火车站碰到游商兜售充电宝可千万不
要上当。日前在北京站前广场，北京
站派出所会同北京站地区管理处、东
城城管建国门执法二队的执法人员为
围观群众现场拆开了几个假冒伪劣的
充电宝，
大家看后直呼
“太坑人了”
。
执法人员在北京站前广场设立展
台，仿冒各大品牌的充电宝摆了一桌
子。这些假冒伪劣的充电宝是从游商
手中查缴上来的，外观看起来和真的
没什么区别，然而当民警和城管队员
将外壳撬开后看到，假充电宝内最多
只有两节电池是真的。有的假电池里
竟填充纸卷、
沙子、
铁片增加重量。
北京站派出所副所长李涛介绍，
这样的充电宝电量只能维持十几分
钟到半个小时，游商进货价不会超过
十元，再以三十至七十元的价格出售
给旅客。等耗完电旅客发现被骗再
想找人是不可能了。
“ 假的充电宝一
般使用很细的导线连接电池，存在安
全隐患，千万不能购买。”
民警和城管队员提示旅客，北京
站在二楼环廊及各个候车室及售票
厅都设有“手机加油站”，即街电设
备，旅客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等网
上支付现场租借充电宝。不要图便
宜购买低价充电宝，以免被骗。
文并摄

去年100多家
“黑餐厅”被关停
本报讯（记者安然）销
量巨大的外卖，
却可能是在
污秽的操作间做得的……
去年，这样的窝点被北京
警方环食药旅总队查抄了
100 多处。市公安局近日
召开发布会，公布了去年
北京环境、食品药品、旅游
等领域内的办案情况。
去年 5 月起，市公安
局环食药旅总队组织 16
个分局，联合区食药监局、
食药所开展了打击整治，
其间共开展联合执法 180
余次，查处、关停黑餐厅窝
点 100 余处。环食药旅总
队食药支队支队长纪辉
说 ，在 查 抄 过 程 当 中 ，有
30 多 人 做 拘 留 以 上 处
理。
“其中部分人是因涉嫌
伪造国家证件的罪名被刑
事拘留。”
据通报，一年内，市公
安局环食药旅总队破获
700多起刑事案件，
刑事拘
留 1100 余人。警方共清
理
“散乱污”
窝点870余处，
查处、捣毁食药领域“黑窝

点”
“
、黑作坊”
800 余处，
关
停旅游购物店近30家。
“在旅游领域，警方经
过连续 5 个月的侦查，打
掉了‘一日游’全链条犯罪
团伙，从门店、旅社，到导
游、司机、票提，凡是在非
法一日游中出现的，全在
打击范围内。”环食药旅总
队政委谢晨杰说，经过多
次专项打击，共有 65 人在
整治行动中落网，实现了
非法“一日游”的“全链条
清整”。在去年国庆节期
间，游客针对非法一日游
的投诉为零。
去年，警方推动建成
了 20 个“河长+警长”河
湖执法联合警务站，实现
对全市 12 个主要流域全
覆盖；与市生态环境局机
动车排放管理中心就全市
30 余家机动车检测场强
化管理，建立了区机动车
管理站与属地派出所“双
对接”工作机制；并建立 7
项工作机制，用制度保障
国土资源保护工作。

四百余律师进驻法院做诉前调解

遭儿子起诉腾房 父亲反诉儿子“不孝”

法院判决支持父亲收回赠与的房产
本报讯（记者孙莹）张先生夫
妇将一套拆迁安置房赠与儿子并
落在儿子名下，但在父子关系恶
化、张先生夫妇离婚后，儿子起诉
父亲腾退房屋。而父亲也以不尽
赡养义务，侵犯自己权益为由将儿
子告上法院。记者今日获悉，西城
法院认定儿子小张侵害赠与人的
利益，判决撤销了张先生赠与儿子
房屋的所有权，让小张将一半房屋
产权转移登记至父亲名下。
十几年前，张先生和妻子因拆
迁获得一套西城区的安置房，他们
将房产直接落在了长期定居国外
的儿子小张名下。但儿子从未在
房屋里居住，房子一直对外出租吃
租金。后来，张先生和妻子感情破
裂离婚。房屋出租的租金便一直
由张先生收取使用。
儿子从出国留学到定居国外
十几年，极少回国。2017 年，他突

查处
“保护伞”管辖分工，
全国公安机关以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立案查处
152 人，向纪检监察部门移交涉及腐败问
题线索 1738 条。
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公安机关
将坚持扫黑与打击
“保护伞”同步进行，
严
格落实
“一案三查”制度，
深挖彻查一批黑
恶势力“关系网”、
“保护伞”，坚决铲除黑
恶势力滋生的土壤，
不断把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推向深入。
公安部电话：
010-12389
网址：
http://www.12389.gov.cn
北京电话：
010-110
010-63531234
电子邮箱：
fyzzfz@bjgaj.gov.cn

然以产权人的身份将父亲起诉，要
求腾房。张先生深受打击，反过来
起诉儿子，以儿子十几年未尽赡养
义务，并侵犯自己的合法居住权为
由，要求撤销对儿子的房屋赠与。
儿子小张及其母亲在法庭上
表示，小张在国外生活并不宽裕，
父亲曾要求他给自己买车，小张没
钱，父子关系逐渐恶化。但是，这
十几年来的房屋租金，最少有 60
多万，都由张先生使用，小张作为
房屋产权人从未索要，可以视为对
父亲尽到了赡养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受赠人有严重
侵犯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
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情形
的，
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法院认为，
首先，
小张自出国后
仅因处理房屋过户事宜回来过，存
在探望父母较少，对父亲照顾不周

的情况。其次，
小张长期定居国外，
在房屋过户前后十几年的时间内从
未使用涉案房屋，也从未向父母主
张过权利，涉案房屋均由父母控制
使用，张先生也从未有将房屋交付
给小张的意愿，由此可推定张先生
夫妇赠与儿子房屋附有条件，即儿
子获得房屋产权后不得影响父母对
涉案房屋的使用。考虑到父子关系
恶化的事实，以及张先生夫妻离婚
的情况，
小张作为子女，
在未与张先
生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径行起诉要
求父亲腾退房屋，法院有充分理由
相信小张的行为存在明显的恶意，
且已违背了赠与附随义务，侵害到
赠与人的利益。张先生可以就自己
赠与儿子的房产份额予以撤销。
西城法院判决撤销张先生赠
与儿子房屋的所有权，小张将房
屋 50%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张先
生名下。

本 报 讯（记 者 孙 莹）
北京市律师协会将组建
由 416 名 律 师 调 解 员 组
成 的 调 解 中 心 ，并 已 选
派 393 名 资 深 律 师 和 30
名实习律师进驻法院，
发 挥 专 业 调 解 优 势 ，与
人民调解员协同开展诉
前 调 解 。 这 是 记 者日前
从北京市律师协会 2019
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的。
近年来，北京律协根
据司法部和最高院在北
京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
作的要求，积极构建体现
首都特色的律师调解工
作格局。
“ 将律师调解充
分融入首都矛盾多元化
解体系，使律师独立承担
纠纷调解能够实际发挥
作用”是北京落实律师调
解工作试点的一大特
色。北京市律师协会依
托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

进会平台，指导全市 33 家
律师事务所成立律师调
解中心，培训认证律师调
解员 435 人，当事人可以
选择促进会专业调解平
台中的律师开展调解。
北京市律师协会还
在积极推进成立律师调
解中心，目前 416 名律师
调解员的招募工作已经
完成。为了扩大律师参
与调解的广度和深度，市
律协已选派 393 名资深律
师和 30 名实习律师进驻
法院，与人民调解员协同
开展诉前调解。
此外，市律协还与东
城区法院签订合作协议，
朝阳、海淀、丰台区律师
协会均组建了专门的律
师团队，作为人民法院的
特邀调解组织开展律师
调解。全市 3800 余名村
居法律顾问也全部进入
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