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亮点一
依法从严惩治黑恶犯罪
在案件办理方面：
严格掌握从宽政策，对有组织犯罪的组织者、

领导者和骨干成员要严格掌握取保候审、不起诉、
缓刑等适用。同时，要充分运用剥夺政治权利、没
收财产、罚金等刑罚。

区别于普通犯罪的羁押手段，对有组织犯罪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异地羁押、分别羁押
或者单独羁押。

异地执行、慎重减刑，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组
织者、领导者或者恶势力组织的首要分子被判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的，应跨省、自
治区、直辖市异地执行；需减刑的，需报经省级监
狱管理机关复核，再提请法院裁定，法院审理时，
应通知检察机关、执行机关参加审理。

在涉案财产方面：
全面调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对涉

案财产进行甄别，提起公诉时，检察机关提出处理
意见，准确甄别涉黑恶财产；法院在审理中对财产
性质、权属进行法庭调查、辩论，依法判决。

报告个人财产动向，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被判处刑罚的人员，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
关可以决定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按照规定
向公安机关报告个人财产及日常活动，报告期限
不超过五年。

★★亮点二
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为总结实践经验，保障“打伞破网”，该法明确

了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的违法犯罪行为的
具体类型，推动打伞破网长效常治。

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将被全面调查：
组织、领导、参加有组织犯罪活动的；
为有组织犯罪组织及其犯罪活动提供帮助

的；
包庇有组织犯罪组织、纵容有组织犯罪活动

的；
在查办组织犯罪案件工作中失职渎职的；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反有组织犯

罪工作的；
其他涉有组织犯罪的违法犯罪行为。
多部门协作配合，建立线索移送沟通机制：
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协作配合，建立线索移送沟通机制，

发现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线索的，依法处
理或及时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亮点三
严防黑恶势力渗入基层
根据党中央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防范和

惩治“村霸”的有关文件精神，总结实践经验，
反有组织犯罪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有效堵塞了
黑恶势力通过换届选举影响基层组织运行的
入口，有助于防止有组织犯罪人员干扰、破坏
选举。

明确多部门联审机制，对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换届选举，民政部门应当会同监察机
关、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对村民委员会、居
民委员会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发现因实施
有组织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应当依照有关
规定及时作出处理。

★★亮点四
防止未成年人遭受侵害
未成年人涉世不深，往往容易被黑恶势

力裹挟、教唆、利用、侵害，为防止上述情况，
需要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为此，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

有关部门建立防范有组织犯罪侵害校园工作机
制，发现涉及有组织犯罪行为的，及时采取措
施，并报告公安机关。下列情形，依法从重追究
刑事责任：

发展未成年人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教唆、
诱骗未成年人实施有组织犯罪，或者侵害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

教唆、诱骗未成年人参加有组织犯罪组织
或者阻止未成年人退出犯罪组织，尚不构成犯
罪，依法从重给予行政处罚。

★★亮点五
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
涉案财产处置是扫黑除恶案件办理中的关

键环节，为铲除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实现
“打财断血”，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反有组织
犯罪法作了一些新的规定。

具体包括：规定了财产调查制度，办案机关
可以全面调查涉嫌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及其成员
的财产状况；明确被告人实施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的定罪量刑事实已经查清，有证据证明其
在犯罪期间获得的财产高度可能属于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收益，并且被

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应当依法予以
追缴、没收。

★★亮点六
保障涉案单位个人权益
严打黑恶犯罪的同时，尊重和保障人权也

是反有组织犯罪法的关切之一。
在保障涉案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方面：
明确对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明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异地羁押

措施的，应当依法通知其家属和辩护人；
规定涉案财物处置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

和程序进行，并对涉案财物处置涉及的利害关
系人的有关诉讼权利作出专门规定。

在保护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举报人的人
身安全方面：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采取
保护措施，保护举报人、控告人、证人等相关人
员人身安全：不公开个人信息；不暴露外貌、真
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人员接触；对
人身和住宅专门性保护；变更身份，重新安排住
所和工作单位；其他必要措施。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保障在法治轨道上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工作

制定背景
贯彻落实党中央常态化开展扫黑

除恶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总结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实践经验，巩固专项斗争
成果。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良法促进发展，
保障善治。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
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以法治保障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制定目的
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
加强和规范反有组织犯罪工作。
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

序。
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出台意义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

序、国家长治久安，始终是党和国家的
不懈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
犯罪法》出台不仅是对既有防治有组织
犯罪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更是遏制有
组织犯罪滋生，确保扫黑除恶有法可
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该法出台意味着反有组织犯罪工
作进入全面依法、常态化开展的新阶
段，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
治中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大意义。
什么是“有组织犯罪”“恶势力组

织”“软暴力”？
为实现“露头就打”、“打早打小 ”，

反有组织犯罪法将黑社会性质的雏形
—— 恶 势 力 组 织 明 确 定 义 为 法 律 概
念。近年来以实施恐吓、滋扰等“软暴
力”为主要犯罪手段的黑恶犯罪案件呈
现高发态势，为此反有组织犯罪法规定
了“软暴力”手段的认定。

什么是“有组织犯罪”？

有组织犯罪，是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的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
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组织实施的犯
罪。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符合有组织
犯罪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犯罪。

什么是“恶势力组织”？
恶势力组织，是指经常纠集在一

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
区域或者行业领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扰乱社会

秩序、经济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
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
罪组织。

什么是“软暴力”行为？
软暴力，是指为谋取非法利益或者

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进行滋扰、纠
缠、哄闹、聚众造势等，对他人形成心理
强制，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
的，可以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
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2021年 12月 24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于 2022年 5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是为了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加强和规范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

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它系统总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践经验，保障在法治轨道上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共 9章 77条，包括总则、预防和治理、案件办理、涉案财产认定和处置、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的处理、国际合作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亮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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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厚重的地理教科书中
我知晓了你的高度
在高峰如林的神州大地
你算不上巍峨高耸
但我知道
你有楚北第一峰的盛誉
你与神农架、大别山、武当山牵手
种植了中原起伏的山峦
养育了一年四季的绿树银花
成为人们休闲养生的圣地
繁花似锦，落叶纷纷
峰峦叠翠，古木参天
怪石横卧，剑口飞瀑

老藤攀缘，龙池幽邃
风静而树止，水清而泉醇
高耸云端的宝珠峰
集天地灵气
千峰耸峙唤云海
紫气东来传神韵
瑞雪纷飞塑雪景
气贯如虹形傲然
汉东地阔斗苍穹
威武林立荆楚中

从厚重的历史教科书中
我读懂了你的沉重

在这里
我仿佛听到奔腾的战马嘶鸣
我仿佛看到激战的刀光剑影
山路的风尘
掩埋了壮士的血迹
金顶的钟声
召唤着英烈的忠魂
大洪山
你用一个世纪的标高
见证了楚北第一峰的伟岸
见证了先烈们的奋斗轨迹
一大批仁人志士在这里浴血奋战
探索着中原革命的起点

成就了中原革命胜利星辰
开启了随州解放的新征程

我终于明白了
大洪山的杜鹃
那样殷红让人遐思
大洪山的红叶
那样娇艳鲜红欲滴
那是血与火的洗礼
那是生命的赞歌
那是共产党人的矢志不渝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 王运涛人生百味泽雷成象，天赋呈祥。随善而
行，大道之央。赫赫洪山，俯瞰鄢郢
之野；悠悠江汉，魂牵南国之纲。桐
柏展翅，舒张垂天之象；武胜关键，
锁钥南北之疆。神农之乡，华夏精
神璀璨；汉东之国，南维臂膀雄张。

维山崔嵬，杜鹃燃情四野；维野
苍茫，芝兰氤氲一方。人面桃花，胭
脂无非浓妆；银杏入秋，金风十里荡
漾。三秋桂子，馥郁楚北之夜；十里
荷香，踯躅仲夏之塘。泡泡青，乡愁
缭绕无计；箭杆白，乡情弥漫无疆。
宝林醉，英雄落魄古刹；静夜思，诗
仙惆怅异乡。

烈山不高，炎帝宏赜，千秋以
彰。涢水不长，黄钟大吕，于斯悠
扬。至德巍巍，心系苍生而体验；人
文灿灿，胸怀华夏而开创。弦歌不
绝，礼乐精神薪火传扬；大道不辍，
家国情怀千载流响。庭芝耿介，舍
身以取义；玉珍志高，慨然而更张。
绿林振臂，奠定中兴之基；杨公血
谏，力挽倾覆之象。季子无私，常存
爱民之念；詹王有道，岂止庖厨之
方？

大哉有随，惟我铿锵。凤凰涅
槃，慷慨以往。工业之花，值兹绽
放。特种汽车之都，蔚然产业走廊；
精工风机名城，声动域外之方。百
业蒸腾，大观洋洋。随州泱泱，随道
光芒。盛世华年，再著华章。是为
赋。

从随州城出发，向西沿涢水上溯 15 公
里就是我的故乡安居镇，一个青山秀水、历
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古镇。

镇西北郊王楼村，据考证为古随国都
城遗址，城址建于西周，距今已有两千多年
的岁月。南面安南山，隔涢水与镇区相望，
绵延 10余公里，山不大、不高，籍籍无名，但
风景优美，层峦叠嶂书写着诗情画意。涢
水、溠水在镇区交汇，向下汇入汉江，融入
长江。古镇因水而兴，商贸繁荣，有“小汉
口”之美誉。至明清鼎盛时，街道长达 3
里，商铺 600 多间。全国各地客商在此相
安而居，生活滋润而富足，安居名称自此
而来。

我出生在安居乡下的皂角树村，镇域
最北边，离镇上有 10多里地。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故乡乡下，交通还很落后，出行基
本靠腿，自行车是奢侈品。上街赶集颇不容

易，是一件费体力的力气活，但于小孩子却
是十分期盼的好事，我们浑身都是劲，一点
儿都不在乎路途多么遥远，街上柜台摆放
的各样稀罕玩意儿具有永恒的吸引力。

上街赶集的机会不多，每每要等到交
公粮，卖统购猪时，才能如愿。坐上借来的
木板车，父亲在前拉，母亲在后推，10 里地
负重行走单程往往需要花上近两小时，等
卖完粮，父母早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稍歇
一歇，父母会奖赏我，也借机犒劳下自己。
饭馆是不敢去的，找一家小面摊，或油条或
麻花或油饼，配一碗胡辣汤，再来一碟花生
米加一杯烧酒，父亲难得尽兴，而我犹如过
年。

1982年，我考上镇上的安居中学，这可
是一件值得自豪的大事，要知道安居中学
是全镇唯一的重点中学，也是当时县里颇
负盛名的重点中学。开学第一天，天不作

美，秋雨绵绵，父亲挑着木板单人床和
新木箱，大姐在后面挑着大米和被褥等
日用品，两个人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我
在后面打着油布伞，3 个人冒雨在泥泞
的乡道跋涉，雨中赶路是艰辛的，但当
我们终于走到校门口，抬头看见“安居
中学”四个大字时，所有的疲惫一扫而
空，我心里明白，这里将是我走向梦想
的起点。3 年的初中生活是充实而忙碌
的，也是在故乡的最后一站。同学们大
都从乡下来，居校住读，周末才能回一
次家。

学校四周是高高的围墙，沿墙是 3
米多宽的步道，道边一排排冬青树，四
季常绿，我们沿步道晨跑，晚上散步，闻
着叶香，听着鸟叫，努力汲取营养，快速
成长。那时，物质虽然匮乏，改革的春风
尚在途中，但同学们个个都精神抖擞，

劲头十足。我们笃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学好
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课余，我们会时常到镇上溜达，学校会组织
集体看电影，新华书店在全镇最气派的那个三
层百货大楼里，是我们自由行的首选地，供销社
是村镇商业的主阵地，日用品最齐全。老街有

“九街十八巷”，古朴而繁华，街道两旁商铺林
立，各色商品琳琅满目，行人摩肩接踵，叫卖声
此起彼伏，小吃摊热气腾腾。如遇大集，或有庙
会，更是热闹非凡。春天来了，我们会到安南山
踏青赏春，镇上的同学会带上美食跟大家分享，
夏天到涢水河游泳，秋天到羊子山秋游，那时的
羊子山尚未开发保护，但已出土了较多西周时
代的珍贵文物，古随国都城依稀可见。

后来，我离开故乡到县城读书，再到省城，
再后来结束学业，又回到故乡所在的城市就业
安家。故乡还是故乡，但又天天在长。2019 年
底，汉十高铁建成通车，随县站就设在安居镇北
1 公里的车岗村，小镇从此融入全国高铁网，能
快速通达北上广深等一线大都市，故乡如虎添
翼，出行更便捷，回乡更方便。

如今，故乡早已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了。
街道宽了，楼房高了，道路通了，山更绿了，水更
清了，乡亲们富裕了。老街正在整修，修旧如旧，
沿河两岸硬化了道路，增加了游步道和休闲小
广场。古镇因地制宜，除保留传统粮食种植外，
依托便捷的交通优势，结合临近随州城区的区
位优势，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和加工业，配套发展
旅游业和观光农业。千年古镇重新焕发了青春。

故乡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那
秀美的山水和浓浓的乡情。最美是安居，难忘是
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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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长廊

草长莺飞三月间，山乡河畔袅云烟。
柳杨轻拂迎佳友，素练涓流入秀泉。
碧水粼波飞快艇，悠桥丽影荡秋千。
九天仙女重霄落，笑语欢歌伴凯旋。

绝壁山崖峡谷，茂林深处幽泉，三潭毓
秀玉珠悬，飞倾喧瀑泻，一线景穿天。

鬼斧神工雄妙，奇峰拥黛延绵。山环
水抱画中涟。清音飘入耳，仲伯续仙弦。

山峰相接兴河乡，徐水泱泱在远方。
李白当年观月处，如今风电送银光。

春游度假村

● 金 星

临江仙·三潭叠韵

● 罗道美

寿山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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