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史和监）

昨日，记者从广州市河长制办

公室获悉， 番禺区大山西涌在水环境

治理中，1名区级河长、1名镇街级河

长、2名村居级河长共4人因不履职不

尽责分别被问责。 目前番禺全区50条

黑臭河涌全部通水并实现两岸贯通，

纳入住建部监管平台的39条河涌治理

初见成效。

大山西涌未按要求进行整改

番禺区大山西涌是广州152条黑

臭河涌之一，总长度约2.1公里。2018年

8月4日， 市河长办在番禺区大山西涌

徒步巡河中发现大山西涌连通乳芳

园、 福泰园小区的污水管围堰施工进

度缓慢； 边上的垃圾站污水横流直排

河涌，恶臭严重；上游溢流井的建设占

据了河涌宽度的四分之三， 严重影响

行洪需要； 上游蒸味美店旁的河段有

生活污水直排河涌。 8月9日，市河长办

发函番禺区河长办，要求9月10日前将

整改情况报市河长办。 9月11日，市河

长办组织人员对上述问题进行复查，

发现大山西涌连通乳芳园、 福泰园小

区的污水管围堰仍旧存在， 上游溢流

井已开始拆除， 上游蒸味美店旁的河

段仍有生活污水直排向河涌。

副区长被提醒谈话

经核查， 番禺区副区长作为番禺

区大山西涌区级河长， 履职期间存在

执行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未完全到

位、 履行责任区治水主体责任不力的

问题。 2018年1月1日至9月7日期间，虽

满足河长制工作规定的巡河要求，但

未按河长制工作要求上报问题和“四

个查清”完成情况。

3月21日， 由番禺区委主要领导

（ 区总河长）

对大山西涌区级河长进行

提醒谈话， 向其通报大山西涌环境治

理失职失责问题问责调查情况。 番禺

区原大山西涌镇

（ 街

）级河长、番禺区

大石街富丽社区村居级河长、 番禺区

大石街大山村村居级河长因履职期间

执行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未完全到

位，因履职不力被问责。

番禺

39

条黑臭河涌治理初见成效

番禺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此

次对水环境治理工作中存在的失职失

责问题进行处理， 既有效教育了当事

人， 又警醒督促全区各级河长更加履

职担当。 番禺区将引以为戒，进一步压

实各级河长责任， 进一步提升水环境

治理工作水平， 坚决打赢黑臭水体剿

灭战。

据了解， 目前番禺全区50条黑臭

河涌全部通水并实现两岸贯通， 纳入

住建部监管平台的39条河涌治理初见

成效， 其中34条河涌经市河长办复评

达到合格，其余5条已完成整治待市里

复检，迎国检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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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穗纪

宣）

党的十九大特别是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以来， 广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

扫黑除恶与惩治党员干部涉黑涉恶腐败与作风

问题、 基层正风反腐专项治理一体部署一体推

进，坚决查处“村霸”等黑恶势力及其背后的“保

护伞”。截至今年4月底，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共处置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问题线索798

件，初核755件，立案查处238人，处理136人，其

中给予党纪政务

（ 纪）

处分109人，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82人。日前，广州市纪委监委通报

了近期查处的三起党员干部涉黑涉恶腐败和充

当“保护伞”典型案例。

通报指出，这三起典型案例，有的直接从事

黑恶势力活动，渗透和把持基层政权，控制当地

经济组织谋取非法利益； 有的为黑恶势力违法

经营的娱乐场所提供保护，收受犯罪分子钱财，

这些问题导致社会乱象丛生，破坏安全、文明、

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通报强调，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正确认识当

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形势，做到“两个维护”，坚

决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围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问题、重点案

件， 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督促各级党委

（ 党组）

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有关部门认真履行

工作职责，对党员干部涉黑涉恶的坚决打击，对

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的严肃查处，对扫黑除

恶工作失职渎职的坚决问责。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赵雪峰）

昨日，记者从广州市河长

办获悉，5月1日西塱涌疑似偷排工业

废水，排水口流出大量乳白色不明液

体，形似“牛奶”。 经现场核查，最终确

认偷排污水源头为东沙街荷景路附

近一家公司。 5月5日，广州市生态环

境局荔湾区分局通报，现场复查确认

原所有白色污染物已全部清除。

5月1日上午11时05分，市河长办

发现西塱涌7号桥段发现有白色污水

经雨水口向河涌排放。 中午12时，广

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区分局会同东

沙街道、区农水局、市珠堤办和净水

公司联合到现场开展调查。 经查，最

终确认白色污水来自荷景路一家公

司的厂区。

据悉， 该公司主要经营灯具制

售，主要生产工艺为五金机械加工。 4

月30日，该公司对车间进行清洗作业

时，将部分乳化液冲入雨水管网。 该

公司被当场责令采取有效措施消除

污染。 至当晚22时，该厂区至西塱涌

雨水井及河涌面白色污染物基本清

除完毕。

5月2日上午，执法人员人员再次

现场复查，确认原所有白色污染物已

全部清除。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司宣）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司法局

获悉，由市司法局牵头，与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

市国安局、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

和广州仲裁委等单位共同签署的

《关于建立广州市司法鉴定管理与

使用衔接机制的意见》正式印发。

《意见》明确，今后将严格责任

追究机制， 以市司法局日常监管为

主，其他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将在工

作中发现的鉴定违法违规情形及时

通报有关单位， 视情形性质分别追

究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行政、民事、

刑事责任，从严格监管、责任追究方

面向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传递压力，

促进规范有序执业。

同时，《意见》中明确，广州将建

立健全五项制度，从司法实践出发，

建立司法鉴定人负责、 联合执法检

查、鉴定人出庭作证、司法鉴定监督

管理、 公民非正常死亡法医鉴定管

理等制度，对诉讼委托、行政执法以

及司法鉴定执业活动等工作中的

“红线”、 政府采购鉴定服务招标工

作的廉政风险点等进行预告预警。

据了解， 去年广州全市受理的

司法鉴定案件约为7.3万件，其中占

比最大的三类案件为法医

（ 亲子）

鉴

定、毒物

（ 酒精）

鉴定以及临床

（ 验

伤）

鉴定。 其中，仅亲子鉴定一项一

年的受理量约为3万件左右。

市纪委监委通报三起党员干部涉黑涉恶腐败和充当“保护伞”典型案例

派出所所长充当“保护伞”被查

西塱涌排水口

“牛奶”污染已消除

治水不力 番禺区区级河长被提醒谈话

番禺区大山西涌未按要求进行整改4人被问责

典型案例

白云区均禾街石马经济联社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陈志乾组织黑恶势力欺霸一方案

2011 年至 2018 年，陈志乾利用手中权力组织利益代言人通过围标、串标控制建设工程，虚报工程

造价大肆侵吞集体经济利益；组织社会人员承包垃圾处理业务，承租集体物业，控制自来水费收入，侵

占自来水费款项 1100 余万元；把持经济联社经济发展大权，指使手下打手，对敢于阻挠其侵害集体利

益的群众实施殴打、报复、故意伤害等行为，形成有组织、有经济来源、控制基层组织的黑恶势力团伙。

2018 年 9 月，陈志乾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1

荔湾区公安分局沙面派出所原所长范穗雄利用职务便利为辖

区涉黑势力经营娱乐场所提供保护案

2004 年 5 月至 2010 年 3 月，范穗雄任职荔湾区公安分局金花派出所、石围塘派出所所长期间，利

用其管理辖区娱乐场所的职务便利，包庇纵容辖区内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陈志伟非法经营娱乐场所，

先后多次收受陈志伟及相关人员所送财物 69.4 万元。 2019 年 1 月，范穗雄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违纪违

法所得被收缴，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2

增城区中新镇茅田村赵少航开设赌场聚众赌博案

2018 年 2 月，赵少航等人商量策划，在增城区中新镇茅田村一片荔枝林中开设赌场，以“赌三公”

形式聚众赌博并从中抽利，当年 3 月被公安机关依法查获。 2019 年 2 月，赵少航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违

纪违法所得被收缴，并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3

广州将建立

司法鉴定人

出庭作证制度

扫黑除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