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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西工区自觉对标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自觉对标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自觉对标
省督导调研组督导调研反馈意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忧患意

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摆到全局突出位置，紧紧抓在手上，牢牢体
现在工作中，切实抓出成效，为全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
有力保障。

专 题 县（市）区巡礼之三

扫黑除恶保平安 增强群众安全感
西工区：提升站位，强化研究部署

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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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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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区委、区政府对此
高度重视，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先后3次
召开区委常委会议和党政联席会，专题研究
部署全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区委主要
负责人6次参加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工作推进会，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部
署。为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西工区
委、区政府印发了《西工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方案》《西工区成立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的
通知》，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制
定建立定期例会、专案会商、线索移交、协调
联动、工作督查、工作通报、工作提示、一案双
查等8项工作制度。

深入宣传，大力营造氛围
为了宣传党和政府打击黑恶势力的坚定

决心，壮大扫黑除恶声势，营造全民知晓、全
民参与的浓厚氛围，该区结合西工政法综治
工作亮点和特色，采取形式多样、有针对性的

措施。利用
西工区亮点
项 目“ 雪 亮

工程”，在全市有线电视用户开机画面上公布
举报电话、信箱，广辟涉黑涉恶线索来源，调
动群众积极性，力争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借助“西工综治”“精彩西工”微信公众号
和本地论坛网站等新媒体力量，广泛宣传发
动，营造浓厚社会氛围。加快宣传标准化建
设，每个办事处设置大型（30平方米以上）户
外宣传板面不少于3处，农村地区粉刷墙体
长度每村不低于50米。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与群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双提升”相结
合，与村、社区“两委”换届相结合，广泛宣
传。强化政法部门主力军作用，利用周六、周
日组织政法部门深入社区、居民庭院、广场等
场所，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策、法律法

规、以案释法等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居民群
众的主动性、参与性。

广泛发动，摸排重点线索
西工区根据辖区写字楼多、金融机构多

等特点，专门成立了3个重点地区线索摸排
清查小组，把加强楼宇、金融机构的线索摸排
作为重点，组织区公安、消防、工商、城建、商
务、食药监、办事处等部门开展集中清查活
动，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另外，该区始终坚持突出重点，全方位、多
角度排查涉黑涉恶线索，特别是对威胁政治安
全、把持基层政权、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
里、煽动村民闹事、强揽工程、欺行霸市、操作经

营黄赌毒、非法高利放贷、插手民间纠纷、境外
黑社会渗透等违法犯罪行为作为线索摸排重
点，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和手段，坚决把所有黑
恶线索查清、查透、查实。为了提高群众参与
度，该区还建立了涉黑涉恶犯罪线索有奖举报
制度，下发有奖举报通告3000份。

为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该区切实按照“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
乱”的原则，要求各部门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旗帜鲜
明、立场坚定地开
展工作。政法部

门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集中精力，做好线索
收集、侦查、起诉、审判执行、打击等工作；纪
委监察部门充分发挥查办监督作用，将党员
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执纪审查重点，把打
击“保护伞”与侦办涉黑涉恶案件相结合，同
步侦办；组织、民政部门结合各自职能，对村
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候选人严格资格审
查，严防黑恶势力插手“两委”班子选举；其他
行业部门充分发挥监管作用，从中发现涉黑
涉恶线索，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主动作为勇担当，扫黑除恶保平安。西
工区委政法委书记王红军表示，该区将加快
构建“打、治、建”整体推进良好格局，通过压实
责任、堵塞漏洞、建立机制、固化经验做法等
形成边打边建的工作格局。在今后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中做好“五个结合”，即与“反腐拍
蝇”结合，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与重点
领域专项整治结合，与群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
度“双提升”工作结合，与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
和“三个西工”建设结合，不断推动全区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晓超 孔柏坚）

御路街在洛阳老城是条不起眼的小
胡同，在胡同深处曾住着一位名满洛城
的剿匪英雄——徐培斋。我市首批挂牌
的历史建筑御路街31号，就是这位英雄
的故居。

御路街31号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
院落坐东朝西。这座小院建于1922年，
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小院基本保持
着当年的原貌，建筑物也保护得很好，徐
家后人仍在此居住，这在老城众多的历史
建筑中是不多见的。更难得的是，小院内
还存有民国时期洛阳书坛名家林东郊、高
祐、李振九、许鼎臣题写的匾额、砖雕。

小院的二门为砖结构，上方有高祐
题写的砖雕，虽然字迹已经模糊，但依稀
可以看出是表示院子主人为徐氏的“东
海家声”四个字。

院子的堂屋是两层木结构楼房，虽
历经近百年，但依然保存非常完好。堂
屋门前两边的柱础、门头上方的木雕都
雕刻得十分精美。堂屋一楼南侧，有一
块林东郊题写的砖雕“瑞带斜阳”，意为
堂屋面朝西方，下午斜阳洒进来的光辉
会带来瑞气。堂屋一楼的木隔断上，有
一块林东郊题写的木匾，上书“退省”；堂
屋二楼内挂有两块匾额，一块是由李振
九题写的“读书寡过”，另一块是由许鼎
臣题写的“养身择友”。

正是因为徐培斋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物，才会获得众多名士的题词。

徐培斋名体育，字培斋，1882年出生
于万安山麓徐马村（今伊滨区诸葛镇徐
马村）。他出身大门富户，曾师从清末举
人吕乃斌，在考中秀才后投笔从戎，参加

革命军，在四川泸州征战多年。
民国时，徐培斋曾在原洛阳县的震、

离二区（今伊滨区一带）任警察署署长，任
职期间廉洁奉公，身率团勇剿灭贼匪，受
到乡里百姓的赞誉。1920年大旱，孟津
一带土匪猖獗，有的村子一天被劫掠三
次，百姓痛苦不堪，徐培斋管辖的洛阳东
南部地区则太平得多，于是孟津名士出面
恳请徐培斋到当地剿匪。徐培斋不负所
托，剿匪逐盗，短短数月就取得了成效，当
地治安恢复稳定，百姓也得以安居乐业。

徐培斋在职期间，在白马寺一带设
立桑蚕局，保护棉花种植。他倡导公平买
卖，反对欺行霸市，促进了当时白马寺一
带市场的繁荣，因此也受到商家的拥戴。

既有侠肝义胆除暴安良，又能兴办
实业造福百姓，一时间徐培斋的美誉满
洛城。

不幸的是，徐培斋的一个朋友因吸大
烟被盗匪收买，用计将徐培斋骗至河边，
将其残害致死。那年，徐培斋才47岁。

本报记者 郭秩铭 文/图

御路街31号：剿匪英雄徐培斋故居

本报讯（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魏
征）23日，市公安局向意大利籍华人吴林
飞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
留身份证。这是去年我国绿卡制度改革
后，我市为外国人发放的首张“绿卡”。

当天15时30分，吴林飞带着妻子、
女儿来到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领
取了期盼已久的中国“绿卡”。其“绿卡”
有效期10年，到期后可申请换发新证。

吴林飞今年 57 岁，出生在江苏，
1980年出国留学后留在国外工作，后加
入意大利国籍。2000年，吴林飞被单位
派往中国工作，并与我市一名女子结
婚。去年，为了方便工作、生活，他向市
公安局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
久居留身份证办理申请。

“我太高兴了，有了这张‘绿卡’，我
也能办理洛阳旅游年票，享有更多权益
了。”吴林飞难掩内心的激动。

市公安局治安和出入境管理支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
身份证参照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标准设计

制作，可以使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阅读
机具读取信息。该证是持证人在中国境
内居留的身份证件，可以在办理金融、教
育、医疗、交通、住宿、通信、工作、税收和
社会保险、财产登记、诉讼等事务时作为
身份证件单独使用。持证人除政治权利
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
义务外，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
利，承担相同义务。

2017 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申
请种类包括：夫妻团聚类、亲子团聚类、

亲属投靠类、任职类、特殊人员类、投资
类、侨民类、人才引进类、补换发。外籍
人士申请的基本条件是：遵守中国法律、
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符合条件的外
籍人士可到常住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配
偶亲属户籍所在地出入境管理部门或投
资所在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

“今年，市公安局积极落实公安部支
持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七项
出入境优惠政策措施及八项出入境便利
措施，围绕支持重点区域创新发展、外国

人永久居留制度改革、为外籍华人提供
停留、居留便利等关键领域，持续发力，
在河南自贸区洛阳片区建设开通了境外
人员业务受理点。”该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市公安局将对符合申报在华永久居
留条件的外国人实施扩大政策宣传、简
化工作流程、压缩工作时限等措施，建
立、健全外国人在洛永久居留的长效服
务管理工作机制，营造爱才、惜才、鼓励
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为我市引技引资、
引智引才工作提供强大助力。

我市首张中国“绿卡”发放

“这里啥时候建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园子，有绿地、亭
台和水系，散步锻炼真不赖！”昨日9时许，在涧西区新建
成投用的科技东路游园，61岁的君悦蓝庭小区居民王平
安兴致勃勃地边走边看。

科技东路游园位于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张衡园与毕
昇园之间。该园地势南高北低，规划南北长525米，东西
宽 40 米，占地面积 2.1 万平方米，可为周边多个社区和
500多家科技型企业提供服务。

从南往北徜徉在游园中，处处可见体现科技与生态
环保理念的景观、设施：造型独特、融合古代活字印刷术
与现代魔方艺术的地标建筑——“精神堡垒”；草木繁盛、
生机盎然的“林荫广场”；可举行多种户外活动的“阳光大
草坪”；利用天然雨水与亲水植物打造的“雨水花园”；象
征着科学与梦想的特色景观亭等景观，与科技园整体建
筑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景观体系，可满足科技工作者
和附近居民运动、聚会、休憩等需求。

“游园的建设体现了海绵城市的理念。”洛阳国家大
学科技园景观工程师李凯宇说，“阳光大草坪”面积有
800 平方米，草坪下约 30 厘米的地方有 PVC 管网铺设
的雨水收集系统，雨水经过滤后通过管网汇集到草坪
北侧的雨水收集井内，再沿着地势向北流入“雨水花
园”四个呈阶梯状排列的小水池，使雨水成为游园景观
的一部分。

在绿化方面，沿着游园步道两侧和花圃内种植了樱
花、玉兰、紫薇、合欢、木槿、蜡梅等100多种花木，可达到
四季有花、四季常绿的景观效果。

“游园内还将配套建设笼式篮球场和羽毛球场，很贴
心。”28岁的张磊在科技园从事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工
作，平时酷爱打篮球。笼式篮球场和羽毛球场等健身场
所预计9月底即可投用，能在工作之余到游园中放松身
心，出出汗，令他很憧憬。

本报记者 孟山 通讯员 常志勇 文/图

科技东路游园建成投用

近年，典当行业快速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方便快
捷的融资渠道。然而，不法分子打着典当的幌子，以高额
回报为诱饵从事非法集资活动，隐蔽性和欺骗性较强，投
资者应谨慎辨别。

我市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谢亮表示，就他掌握的情况
看，近期，典当行业的非法集资案发数量有所增多。例
如，在一起非法集资案件中，涉案企业以典当名义进行经
营，打着投资理财的旗号，对投资者承诺“月利率12%至
15%”的高额回报，骗取投资人资金，再将资金向外放
贷。后因贷出去的资金无法收回，资金链断裂。

“典当企业是主要以财物作为质押进行有偿有期借
贷融资的机构，与其他流通行业相比，典当行业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谢亮表示，2012年，商务部就公布了《典当行
业监管规定》，重点遏制典当行业非法集资行为，规定典
当企业只能开展质、抵押典当业务及鉴定评估、咨询服务
等业务，不得以任何名义吸收公众存款。

如何防范典当行业的非法集资陷阱？谢亮表示，消
费者遇到此类情况时，一方面要考虑有关企业是否合法，
可通过全国典当行业监督管理网站查询企业资质；另一
方面，要分析其承诺的高额回报是否合理，考虑其吸收资
金行为是否符合金融管理的法律规定等，自觉增强防范
意识，对高额回报的项目要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戚帅华

警惕典当行业
非法集资陷阱

科技东路游园绿意盎然

扫二维码，查阅“公
安部支持中国（河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七项
出入境优惠政策措施”

徐培斋故居 故居内景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n/871157 吴林飞（右）领到我市首张中国“绿卡”

“绿卡”正面

“绿卡”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