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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战果

1300余涉黑恶犯罪分子投案自首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中共山东省纪委、山东省监委对泰安市政协

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谭业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谭业刚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

织纪律，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
用职务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
洁纪律，违规经商办企业，在购买住房中侵犯集体利益。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涉嫌贪污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谭业刚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并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
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山东省纪委常委会会
议、山东省监委委员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谭业
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记 者 张依盟 李子路
通讯员 刘贵增 张玉剑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5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
公安厅召开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自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
60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328起，侦办
涉恶共同犯罪案件2722起，查处涉案资产
26 . 8亿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
性战果。在发布会现场，公安机关现场向
5名举报涉黑涉恶犯罪线索的群众代表发
放奖金55万元。

据省公安厅一级巡视员槐国栋介绍，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公安部部署要求，雷霆出击，强
势推进，持续向黑恶势力发起凌厉攻势，
全省刑事案件、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两抢”案件同比分别下降2 0 . 3%、
17 . 3%、43 . 6%，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

全省公安机关层层成立公安机关“一
把手”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实施“局长盯
案”机制，省、市、县公安机关“一把
手”直接担任专案组组长。各级公安机关
组建线索核查专班，开展线索核查“大会
战”，集中攻坚重点线索。目前，省公安
厅部署各地核查线索1400余条，直接组织
核查公安部督转和中央督导组交办重大案
件线索110余条。持续推进“铁拳”“金

剑”集中行动，对准“土霸王”“套路
贷”“校园贷”、矿产开发和文化娱乐等
领域的黑恶势力，有重点、强节奏、高质
量地实施精准打击。各级公安机关组建专

业队，主攻黑恶势力犯罪案件，集中优势
警力，啃下了一批“硬骨头”，近期及时
打掉了东营张某伟、潍坊杜某在、泰安张
某等一大批规模大、影响坏、群众深恶痛

绝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全省公安机关采取查封、扣押、冻结

等措施，彻底摧毁黑恶势力赖以生存的经
济基础，全省累计查扣涉案资产26 . 8亿
余元。最近，泰安市公安机关在侦办张某
涉黑案件过程中，全力铲除经济基础，查
扣涉案资产2亿余元。把扫黑除恶与反腐
败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全省公安机
关共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线索1000余
条，打掉了一批“保护伞”。累计悬挂
宣传广告、标语800余万条，形成铺天
盖地的强大声势。持续深入发动群众，
认真落实举报奖励办法，全省向举报群
众发放奖金150余万元。同时，全省公
安机关加大法制宣传和政策攻势，目前
已有1300余名涉黑恶违法犯罪分子主动
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据通报，黑恶犯罪不仅具有形式隐
蔽化、手段软暴力化、涉案领域多元化
等共性特点，而且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一是侵蚀基层政权苗头明显。专项斗争
以来，我省打掉的60个涉黑组织中，有
多个染指基层政权。二是向金融借贷领
域渗透明显。犯罪分子利用金融监管盲
区，在借贷方面实施犯罪情况不少，其
中“套路贷”犯罪最为突出，犯罪专业
化程度高，案件侦办难度大，社会影响
恶劣。三是实施的犯罪类型复合程度
高。从我省侦办的涉黑恶犯罪案件分
析，黑恶团伙涉及犯罪类型多，有的多
达十几种，各种犯罪相互交织，社会危害
更加严重。四是成员呈现“三多一高”特
点。即前科劣迹人员多、文化程度低的人
员多、无业人员多，青年人占比高。

□通讯员 叶 文
记 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5日讯 下雪啦！受强
冷空气持续影响，今天8时我省迎来降水
天气，多地陆续迎来今冬初雪，冬日气氛
瞬间满格。截至目前，全省大部地区已出
现小雨雪，从5日8时至16时，全省大的自
动监测站点已有过半数出现降水，全省平
均降水量为0 . 7毫米。6－8日，烟台和威
海两市有小雪，局部有中雪或大雪。

5日，我省降温3℃左右，全省最高温
只有8℃，多地最低温降至0℃或以下。今
夜，又一股较强冷空气袭来，气温直线下
跌，最低气温将下降8℃以上，全省降雪。

省气象台于5日11时30分发布今年入
冬以来首个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6－9
日，受强冷空气持续影响，我省将有明显
的大风和降温天气。大风主要出现在6－8
日，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
中部7～8级阵风9～10级，半岛地区6～7
级阵风8级，其他内陆地区4～5级阵风6～
7级。同时气温将明显下降，过程降温幅
度：内陆地区8℃左右，沿海地区6℃左
右。7－9日早晨最低气温：内陆地区-7
～-9℃，沿海地区-2～-4℃。

预计5日夜间到6日白天，半岛地区天
气阴有小雨雪，鲁西北的西部地区天气阴
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雪转多云，
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
区-3℃左右，其他地区0℃左右。6日夜间
到7日白天，半岛北部地区天气阴有小雪局
部中雪或大雪，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
低气温：鲁西北和鲁中山区-8℃左右，其
他地区-5℃左右。7日夜间到8日白天，半
岛北部地区天气多云间阴有阵雪，其他地
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和鲁中
山区-9℃左右，其他地区-6℃左右。

此次寒潮降温是全国大范围的。随着
今冬首个寒潮来袭，我国大部气温都将创
新低，0℃线将抵达长江中下游一带。这
股寒潮寒意十足，中国天气网还发布了今
冬首个棉裤预警，称未来6天（5日至10
日），全国超80%的地方都需要棉裤护
体，27省市区气温将达到今年入冬来气温
最低值。大家这段时间如有差旅计划，一
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初雪已来临 气温将骤降
今冬首发寒潮蓝色预警，最低气温下降8℃以上

□记 者 李子路 张依盟
通讯员 刘贵增 王爱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记者从省公安厅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2月7日公安
部部署“净网2018”专项行动以来，全省
公安机关集中整顿网络秩序、严厉打击网
络违法犯罪，开展网络安全“基础大排
查、隐患大整治”专项工作，截至目前，
累计侦破网络犯罪案件3459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7474名；清理各类互联网违法有害

信息2 . 8万余条；完成重要信息系统等级
保护定级备案12815个，检查重点单位
5928家、重要信息系统5666个、网站7179
家，整改安全漏洞2 . 9万个。

据省公安厅一级巡视员槐国栋介
绍，全省公安机关建立健全全警上案机
制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新机制、新战
法，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恶劣
的多发性网络违法犯罪，以网络黑客攻
击破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网络诈骗

等常见网络犯罪为重点，打掉一批犯罪
团伙，侦破公安部挂牌督办重大网络犯
罪案件37起。

全省公安机关督促网站建立健全违
法有害信息快速处置机制，集中清理网
上“黄赌毒”“枪爆盗”“黑拐骗”等违法有
害信息，堵塞违法有害信息发布源头。督
导网站、论坛自行过滤屏蔽涉及淫秽色
情、网络黑灰产等违法有害信息17287
条，对未落实安全保护技术措施等违法

违规运营网站作出行政处罚，其中责令
限期整改68起，警告71次，关停网站16
家、网络账号316个。同时，加强网上“治
安巡控”，严格落实7×24小时网上巡查
执法制度，省、市两级网警公开巡查执法
账号全部进驻贴吧、微博、微信、抖音等
重点网络平台，24小时不间断开展网上
公开巡查执法，接受群众举报求助，依法查
处违法违规网民，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查处
违法有害信息。其间共警示违法网民10 . 8
万余次，接受网民咨询、求助5 . 1万余人
次，发现处置各类违法信息2 . 8万余条。

公安机关提示广大网民，互联网不
是法外之地，请守法文明上网，抵制违
法犯罪，共同维护网络安全，携手营造
清朗空间。

山东公安“净网2018”战果显著
侦破网络犯罪案件345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474名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12月5日讯 先是淅淅沥沥

如同小雨一般瞬间化掉，后来片片雪花漫
天飞舞。今天下午两点，青岛市迎来了今
年入冬的第一场雪。就在今天上午，泰
安、德州、日照等多地也飘起了细碎的雪
花。记者从青岛气象台了解到，青岛市今
天夜间阴有小雪，有轻雾，明天白天局部
仍然有阵雪。

“跟往年相比今年初雪的时间并不算
早，而且今年的下雪量也很小，北部地区有
望看到积雪，而市区地温较高基本上不会
有。”青岛气象台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6
日，岛城白天会有短时小阵雪，强冷空气会
一直持续到9日，10日开始回温。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5日讯 受强冷空气持

续影响，今天济南、德州、烟台、东营、
莱芜等多地出现降温降雪天气，部分路段
出现了积雪、冰冻现象。为保障出行安
全，我省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临时封闭，
多个路段出现降雪。据记者了解，我省铁
路、机场出行方面运行正常，并未受到此
次降雪影响。

截至12月5日17时，G15沈海高速仁
兆、南村收费站双向入口临时封闭；G20
青银高速即墨、胶州、高密、峡山站双向
入口，潍坊东、潍坊西站青岛方向入口，
蓝村、青岛站银川方向入口临时封闭；
G35济广高速公路东平收费站双向入口封
闭；S33济徐高速公路东平南收费站双向

入口临时封闭。
G15沈海高速牛溪埠、院上、胶州、九

龙、王台、铁山、泊里、大场收费站，G1511日
兰高速龙山、莒县东、莒县、沂南、高里、费
县、平邑东、平邑、泉林、泗水、曲阜南、兖
州、济宁、济宁北、济宁西、嘉祥双向入口收
费站，G1815潍日高速滨海站日照方向入口
和潍城西、潍坊南、昌乐南、安丘南、安丘官
庄、潍城、五莲北、五莲、街头、陈疃北、诸城
石桥子、诸城龙都站双向入口，G20青银高
速高唐东、高唐站双向入口，G2001济南绕
城高速北线靳家、济阳、遥墙站双向入口等
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
辆通行；G2京沪高速港沟、蟠龙、彩石、曹
范、埠村、雪野、莱芜北、莱芜高新区站双向
入口等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通行。

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临时封闭 青岛飘下

今冬第一场雪

■交通 ■各地

12月5日上午，日照飘起细碎的小雪花，孩子们快乐地堆起了雪人。（□CFP供图）

泰安市政协原副主席

谭业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记者 常青 通讯员 李志超 吕强 报道
本报北京电 12月4日21点08分，山航一架编号为B-1931的波音

737-800型飞机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腾空而起，经过17分钟的验证，
于21:29分在首都机场01号跑道平稳落地。这次飞行验证了使用HUD
（平视显示器）执行RVR90米（跑道视程90米）低能见度起飞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意味着山航在首都机场实施低能见度起飞验证取得圆
满成功。今后，在首都机场遇到大雾天气出行的山航旅客将享受更加
准点、安全的服务。

据了解，HUD在飞行安全和航班准点率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价
值，山东航空在中国率先采用HUD，并在其波音737机型全机队加装
HUD。自7月27日领受试飞任务以来，山航要求公司新技术小组将此次
试飞任务及要求内化为意识，转化为思路，实化为举措，固化为标准，用
高标准、高要求梳理整个流程，确保圆满完成验证试飞任务。山航各部
门召开紧急协调会，明确并细化工作职责，梳理各项工作流程，做好
试飞飞行员选拔、试飞飞机及设备可靠性保障、监控试飞飞机的航班
正常以及应急处置、计划调整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试飞成功。

为进一步提高航班正常性，近年来民航局积极推进以HUD为代
表的航行新技术，强化科技支撑力度。截至目前，中国民航具备
HUD设备的运输飞机已达1133架，占机队总数的1/3。根据民航局发
布的《平视显示器应用发展路线图》，到2020年运输飞机将达到50%
的装机量。预计随着装机量的逐年增加，HUD对航班正常性的贡献
将会越来越大。波音公司将和中国民用航空局一起，继续开展对航空
公司HUD装备方面的相关培训。此外，应局方要求，波音公司表示
非常乐意对HUD在中国的监管规章提供更多建议，进一步提升HUD
在中国民航的应用。

山航成功实施

90米低能见度起飞验证

山东启动“平安海区”

三年攻坚行动
重点整治“三无”船艇非法参与海上旅游等

□记者 常青 通讯员 马桂山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记者从日前在青岛召开的2018年山东海上安全“警

示日”暨“平安海区”三年攻坚行动动员会议上获悉，今年起，我省
将开展沿海“平安海区”三年攻坚行动，将以平安港口、平安船舶、
平安渔业和平安旅游为重点，着力规范海上新兴旅游业态。

山东省海域面积广阔，活跃的海上生产活动和繁忙的海上交通加
大了海上安全生产管理难度。记者从山东海事局了解到，作为联通京
津冀的海上通道门户，36条主要航路在山东海域纵横交汇，每年有70
余万艘次商船在此往返通航，海上通航环境复杂。

根据省政府安委会发布的《山东沿海平安海区三年攻坚行动方案
（2018－2020年）》，此次专项行动将以平安港口、平安船舶、平安
渔业和平安旅游为重点，涉及十八项行动。通过三年攻坚，我省将实
现“一确保”“两下降”，即：确保山东沿海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稳
定，坚决遏制重特大群死群伤事故和特别重大船舶污染事故；实现山
东沿海海上安全事故总数和死亡人数年均双下降。

其中，在深化“平安旅游”创建中，我省将开展非法海上旅游整
治行动。严格海上旅游经营主体、船艇市场准入，严格旅游码头管
理，严格监管和现场执法，重点整治“三无”船艇和渔船等非法参与
海上旅游经营、非法码头从事海上旅游经营等行为。

行动期间，省政府安委会将每年组织省有关部门开展一次重点督
查，各沿海市政府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监督检查。同时，沿海各地政府需
将海上安全工作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攻坚行动开展
情况将作为安全生产年度考核，实现海上安全生产绩效与评优评先、履
职评定、职务晋升等挂钩，实行重特大安全事故“一票否决”。

我省利用欧投行贷款

新增沿海防护林将达50万亩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5日讯 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今日召开的欧洲投资

银行贷款山东沿海防护林工程项目中期调整和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当
前，我省基本完成该项目造林任务，通过利用欧洲投资银行贷款，我
省新增沿海防护林将达50万亩。

据悉，欧洲投资银行贷款山东省沿海防护林工程项目于2017年4
月26日正式启动，是我省利用欧洲投资银行贷款实施的首个林业项
目。项目总投资4 . 8亿元人民币，其中利用欧洲投资银行贷款3300万
欧元，国内省市县配套1 . 2亿元，造林主体自筹与劳务折抵1 . 2亿
元；规划营造沿海防护林3 . 14万公顷，同时配套开展技术支持和管
理能力建设，范围涉及山东沿海地区的东营、威海、潍坊、滨州等4
市15县（市、区）。目前，造林任务已基本完成，完成提款报账2588
万欧元。

据省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董瑞忠介绍，截至目前，我省是林业
利用外资时间最长、数额最多、覆盖面最广、成效最为显著的省份之
一，自1982年以来，已成功利用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小渊基
金、韩国政府等政府间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等1 . 2亿多美元，
实施了10多个造林绿化和森林保护项目，全省14个市70多个县（市、
区）参与了项目实施，累计完成造林24万公顷。世界银行贷款山东生
态造林项目历时6年完成新造林100 . 37万亩，完成投资100294 . 55万
元人民币，其中，世行贷款6000万美元。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开展世
界银行贷款山东生态造林二期项目、全球环境基金（GEF）、小渊基
金赠款项目等调研工作准备，争取尽快立项实施欧洲投资银行贷款山
东省乡村振兴林业发展项目。

扫黑除恶，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

资料：张依盟 李子路 制图：于海员

自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

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60

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328起，侦办

涉恶共同犯罪案件2722起，查处涉案资

产26 . 8亿元

全省刑事案件、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两抢”案件同比分别下降2 0 . 3%、

17 . 3%、43 . 6%

省公安厅部署各地核查线索1400余条，

直接组织核查公安部督转和中央督导组

交办重大案件线索110余条

全省公安机关共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线

索1000余条，打掉了一批“保护伞”

全省向举报群众发放奖金15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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