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落实省尧市尧县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会议精神袁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袁社会安
定有序袁年初以来袁全县各镇区通过在人口密集地段刷写宣传标语尧悬挂条幅等方式袁营造野惩
恶扬善尧弘扬正气冶的良好法治环境袁全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开展遥图为合德镇交通
路社区利用行人密集的桥梁悬挂扫黑除恶标语遥 杨向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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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袁在县委尧县政府坚强领
导下袁全县卫健工作围绕野加快提升卫
生质量尧 全力建设健康射阳冶 工作主
线袁扎实推进卫健各项工作袁圆满完成
年度发展目标任务袁 促进了健康射阳
建设袁 县卫健委年度考核荣获全县综
合先进尧突出成果先进袁全市特等奖遥
日前袁 县卫健委副主任王友东就相关
问题答百姓提问遥

问院 我县正在推进建设新港城人
民医院和妇幼保健院袁 目前进展情况
如何钥

答院 新港城人民医院和妇幼保健
院项目是我县改善医疗质量尧 建设健
康射阳的重要一环袁 我委一直在按计
划积极推进新港城人民医院和妇幼保
健院项目建设遥

新港城人民医院按照三级医院标
准规划设计袁 设置总床位 2000张袁总
建筑面积 25.6万㎡袁项目计划总投资
19.15 亿元曰目前袁土建施工建设至主
体四层袁 设备采购完成直线加速器尧
CT尧 磁共振等 147台/套尧1.15亿元遥
县妇幼保健院按照二级专科医院标准
规划设计袁设置总床位 250张袁总建筑
面积 5.89万㎡袁项目计划总投资 5亿
元曰目前袁主楼尧裙楼已完成完成验收袁
正在进行内部装修袁 设备采购完成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等 6 台/套 尧960 万
元遥

计划年内新港城人民医院主楼封
顶袁妇幼保健院装修结束遥上述两所医
院建成投入使用后袁 将极大地改善我
县群众就医条件袁提升医疗服务能力袁
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提供坚实支
撑遥

问院 现在孕产妇和新生儿能享受
免费的检查服务袁 具体能享受哪些服
务内容钥

答院 为加强我县出生缺陷综合防
治工作袁全面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袁根据
省尧市文件要求袁从 2018年 10月 1日
起袁对我县范围内渊夫妻双方至少有一
方是射阳户籍人口冤 的所有孕产妇及
其所生新生儿提供以下免费检查服
务遥一是产前筛查遥包括早孕期或中孕
期母血清学产前筛查尧 唐氏综合征筛
查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患病风险筛
查遥二是新生儿疾病筛查遥包括新生儿
出生后 3-7天的苯丙酮尿症尧先天性
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尧 先天性肾上腺皮
质增生症尧氨基酸代谢疾病尧有机酸代
谢疾病尧脂肪酸氧化代谢病等 29种遗
传代谢疾病筛查袁 新生儿出生后一个
月内听力障碍初筛遥 另外还有产后 1
周访视尧产后 42天健康检查以及避孕
知识宣传尧 上环等计划生育技术免费
服务遥

问院请问什么是分级诊疗袁实施分
级诊疗对群众看病就医有哪些好处钥

答院为了缓解群众看病难尧看病贵
的难题袁构建科学合理的就诊秩序袁我
省在部分县渊区冤实施分级诊疗制度试
点工作袁我县就是试点县之一遥分级诊
疗制度主要包含基层首诊尧双向转诊尧
急慢分治尧上下联动四个方面的内容遥
实施分级诊疗以后袁 群众可以根据实
际病情袁合理就诊袁对于病情稳定的常

见病尧多发病尧慢性病应该首先选择在
基层就诊袁一方面可以就近看病袁另一
方医保报销比例也将远远高于县级以
上医院遥 对于基层不能治疗的危急重
症袁 基层医院需要通过网络系统及时
转诊袁 上级医院双向转诊办公室有专
门人员帮助患者联系安排到相应科室
或病区进行治疗袁 待病情稳定后再转
诊回到基层医院巩固康复袁 这样就可
以减少患者的就诊环节袁 极大方便群
众就医袁 有效缓解大医院看病难的问
题遥

对经过系统双向转诊的患者袁我
县实行差别化报销比例袁 对经过基层
首诊和逐级转诊就医的袁 将提高 5-
10%报销比例和减免起付线等医保优
惠政策袁鼓励引导大家在基层看病遥

问院县政府叶关于开展医学生协议
免费培养工作的实施方案 渊试行冤曳政
策是怎么执行的钥

答院 为缓解我县卫生人才严重紧
缺的现状袁 同时为正在施工建设中的
县人民医院新港城分院和妇幼保健院
做好人才储备袁我县在 2017年制定出
台了 叶关于开展医学生协议免费培养
工作的实施方案渊试行冤曳袁加大本土人
才培养和引进力度袁对具备射阳户籍袁
所学专业为临床医学等紧缺专业袁自
愿回射阳工作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医学院校医学生袁 实行协议免
费培养遥 协议培养医学生在校期间的
学费和住宿费由县财政给予补助袁毕
业后经考核进入县城医疗卫计单位工
作遥

这项工作于 2017年启动袁计划实
施 5年袁培养 250人遥 在此袁我们欢迎
符合条件的射阳学子到卫健委组织人
事科报名袁 凭录取通知书或在校证明
进行签约袁 学成后为家乡的建设添砖
加瓦遥 详细情况可以咨询我委组织人
事科袁联系电话 82367776遥

问院我是海河镇跃华村村民袁我父
亲今年 65岁袁听说 65岁以上老年人
可以参加免费体检袁是不是真的袁到哪
边参加体检袁体检的内容是哪些钥

答院老年人健康体检是国家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之一袁每年体检一次袁所需经
费由政府承担袁 居民接受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内的服务不需要缴纳费
用袁所以袁你父亲每年都可以享受免费

健康体检遥
为了做好今年全县 65 岁以上老

年人健康管理工作袁 县卫健委年初专
门制定下发了叶射阳县 2019年老年人
健康管理项目实施方案曳袁 全县 65岁
及以上 渊即 1955 年 1 月 1 日以前出
生冤 老年人都可以得到一次免费健康
管理服务袁各镇卫生院尧防保所和村卫
生室负责该项工作的具体实施遥目前袁
海河中心卫生院已启动今年老年人体
检工作袁 你所在村卫生室医生会通知
你父亲具体的体检时间和地点遥

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主要包括血
尿常规尧肝肾功能尧血糖血脂尧心电图
B超等八大类辅助检查袁 还有生活方
式尧健康状况评估及健康指导等遥请各
位听众朋友帮助我们宣传老年人健康
管理工作袁动员你身边的老年人袁积极
参与健康体检工作袁 保障他们身体健
康遥 您可以通过关注野健康射阳冶微信
公众号袁实名注册后袁在手机上就可以
查询您和您家人的体检结果遥

问院 我县成立了院士工作站和名
医工作室袁 想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名医
来我县坐诊钥

答院近年来袁我县高度重视高端医
学人才的引进协作和临床重点专科的
建设袁 大力提升我县医疗服务水平遥
我们依托县人民医院尧县中医院尧县二
院等袁 常态化邀请了心脏病专家陈义
汉院士尧 国医大师针灸学专家石学敏
院士以及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神经
外科主任王贵怀尧 上海六院耳鼻咽喉
科研究所所长殷善开等 15 位名医来
我县提供顶级医疗服务和技术支持遥
这些院士尧 教授大多是射阳籍在外知
名医学专家袁 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卫
生事业的支持袁 用自己精湛的医疗技
术回报家乡人民遥

下一步袁 我们将重点加强院士工
作站和名医工作室的内涵建设袁 具体
建好 野三个平台冶院 一是名医服务平
台遥定期邀请名医专家开展远程会诊尧
专家门诊尧手术指导等诊疗服务袁让我
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全国顶
级名医的医疗服务袁 吸引周边县市患
者来我县就医袁 形成区域影响力遥 二
是人才培养平台遥通过专家传帮带袁培
育医疗技术骨干遥 每年选拔一批优秀
中青年到上海尧北京等大医院进修遥三
是技术协作平台遥通过技术协作袁推动

我县心血管尧肝胆尧胃肠尧肿瘤等重点
学科和特色专科的建设袁 逐步形成我
县区域内技术和科研高地遥

问院近段时期袁全国多地相继发生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事件袁国
家省市也均要求做好精神障碍患者救
治工作袁 尽最大限度减少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肇事肇祸事件的发生遥那么袁我
县是如何做好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救
治管理工作的钥

答院目前袁我县的主要做法有袁一
是做好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筛查
收治遥易肇事肇祸患者的筛查尧摸底由
县公安部门牵头负责遥 对符合收治对
象的患者袁 由县第三人民医院负责收
住入院曰对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尧不能明
确诊断的袁先行在家观察袁待确诊后再
入院治疗遥二是明确救治对象袁确保应
治尽治遥 凡是有本县户籍或外地流入
本县无亲属尧 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
己行为袁 发生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障
碍患者袁 县三院做到 100%应治尽治遥
三是规范合理施治袁促进早日康复遥县
三院对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住院
期间严格执行病房安全管理制度袁落
实野三防冶措施遥 患者经治疗好转后袁
组织精神科专业人员对患者的病情进
行评定袁 病情稳定的患者出院后再纳
入社区进行随访跟踪管理遥

问院 听说现在有疫苗可以预防宫
颈癌,还分了好几种袁请问都有哪些种
类钥适合多大年龄接种钥在哪里能接种
到放心的疫苗钥

答院在女性恶性肿瘤中袁宫颈癌的
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袁 因此接种宫颈
癌疫苗很有必要遥 大多数宫颈癌是由
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所致袁 人乳头瘤病
毒英文简称 HPV遥 不同价别的 HPV
疫苗可以预防不同类型的癌症或疾
病遥

国内目前接种的 HPV 疫苗主要
有二价尧四价和九价遥 二价 HPV疫苗
建议接种对象是 9-45 岁的女性曰四
价 HPV 疫苗建议接种对象是 20-45
岁的女性曰九价 HPV疫苗建议接种对
象是 16-26岁的女性遥

因 HPV疫苗生产厂家少袁目前全
靠国外进口袁且供应数量有限袁满足不
了国内女性的使用需求遥 我县预约接
种这三种 HPV疫苗的对象很多袁其中
四价和九价 HPV 疫苗预约对象均已

过 1000 人袁 按目前四价和九价 HPV
疫苗市场供应情况来看袁 部分预约对
象要到 2021年能接种上疫苗曰与四价
和九价 HPV疫苗相比而言袁目前二价
HPV疫苗数量供应相对充足遥 从医学
角度讲袁如单纯预防宫颈癌袁建议大家
可以选择接种二价 HPV疫苗袁防止过
了接种年龄袁三种 HPV疫苗都接种不
了曰另外专家建议 HPV疫苗在首次性
行为之前接种效果最佳遥 世界卫生组
织也建议 9-14 岁女性应作为 HPV
疫苗接种的首要推荐人群遥

因 HPV疫苗供应数量有限袁为方
便群众接种袁目前我县 HPV疫苗唯一
的接种单位是射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皮肤病性病防治所的成人预防接种
门诊遥地址为合德镇黄海北路 4号袁预
约电话 0515-82364400遥 提醒广大群
众接种 HPV 疫苗一定要到卫生行政
部门指定的合法接种单位接种袁 确保
疫苗质量和渠道安全遥

问院 邻居家宝宝是国家规定的防
疫针打得很全袁 为什么他家宝宝先后
还是得了 EV71 型手足口病和水痘
呢钥我现在很紧张都不敢带宝宝出门袁
请问有什么好的预防办法吗钥

答院目前袁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经
济尧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接种疫苗遥国家
将预防接种使用的疫苗分为两类袁即
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遥一类疫苗袁是指
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袁 公民依照国家
免疫规划接种的疫苗曰二类疫苗袁是指
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遥

你邻居家的宝宝国家规定的防疫
针打的很全袁 说明家长很重视宝宝一
类疫苗的接种工作袁 但是他家宝宝先
后还患了手足口和水痘袁 可能是你邻
居没有给孩子选择接种一些预防新环
境中不常见或季节性传染病的二类疫
苗袁 让孩子免受一类疫苗抵抗不到的
病毒或细菌的伤害遥

儿童常患的 EV71 型手足口病尧
水痘尧流感尧肺炎等疾病的疫苗都属于
二类疫苗袁家长可以自愿尧自费给孩子
选择接种遥因此袁我们要提醒广大儿童
家长除了要给宝宝打好一类疫苗袁还
要尽早带宝宝到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
位咨询接种一些二类疫苗遥每年冬季袁
可给家里的老人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
疫苗袁 可以明显减老年人慢性病的发
作遥

加快提升卫生质量 全力建设健康射阳
要要要县卫健委副主任王友东就相关问题答百姓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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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工作简介

一尧市委市政府加强组织领导袁统筹推进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尧 市委常委会先后 4次研究部署全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院

渊1冤2018年 2月 5日袁市委常委会第 42次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尧
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袁全面启动我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遥

渊2冤2018 年 9 月 10 日袁市委常委会第 61
次会议专题听取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前期
工作汇报袁研究部署下步工作袁把我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不断引向深入遥

渊3冤2019 年 2 月 23 日袁市委常委会第 79
次会议分析研究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面临
的新形势尧新任务袁科学谋划尧全面部署 2019
年全市扫黑除恶工作遥

渊4冤2019 年 4 月 27 日袁市委常委会第 84
次会议再次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尧不断深化打
击尧坚决深挖彻查尧强化综合治理袁扎实做好迎
接中央督导检查准备工作遥

2尧市长办公会议尧市政府常务会议先后听
取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汇报袁对推动全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开展提出具体要求遥

3尧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先后 4
次召开会议袁分析形势袁研究问题袁部署工作袁
有序尧有力尧有效推进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遥

二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袁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相关批示

1尧2018 年 2 月 9 日尧2018 年 7 月 11 日尧
2019年 4 月 16日尧2019年 5 月 5日戴源书记
先后 4次就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批示袁
强调要依法严惩袁深挖彻查袁除恶务尽袁确保完
胜遥

2尧2018年 4月 29日尧2018 年 8 月 27 日尧
2018年 8 月 28日尧2019年 5 月 5日袁 曹路宝
市长先后 4 次就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
批示袁强调要抓好落实袁务求实效遥

三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袁我市制
定出台的文件尧规定

1尧2018年 5月 11日袁 市委尧 市政府出台
叶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施方
案曳渊盐发也2018页9号冤遥

2尧2018年 5月 9 日袁市扫黑办印发叶关于
进一步加强涉黑涉恶线索排摸报送工作的通
知曳袁 要求县镇村三级组织和市县两级成员单
位按月填报遥

3尧2018年 7月 24日袁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出台叶盐城市重大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重点侦办工作机制曳等六项工作机制渊盐扫
黑也2018页3号冤遥

4尧2018 年 10 月 10 日袁市扫黑办印发叶关
于切实加强重点挂牌督办涉黑涉恶案件办理
工作的通知曳渊盐扫黑办也2018页4号冤遥

5尧2019年 3月 20日袁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印发 叶2019 年全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要点曳渊盐扫黑也2019页2号冤遥
四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袁我市印

发的通告尧公布的打击重点以及举报方式
1尧2018 年 2 月 5 日袁市法院尧市检察院尧

市公安局尧市司法局发布叶关于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通告曳袁 公布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 12类打击重点和举报方式遥 在中央确定的
10 类重点打击对象的基础上袁 结合盐城实际
增加 2类袁即院组织尧煽动尧串联尧胁迫尧诱使他
人非法上访尧非法聚集尧闹访滋事的黑恶势力曰
组织或雇佣网络野水军冶袁利用信息尧网络袁威
胁尧恐吓尧侮辱尧诽谤尧滋扰或者造谣传谣尧煽动
滋事的黑恶势力遥

2尧2019 年 1 月 2 日袁市监委尧市法院尧市
检察院尧市公安局尧市司法局发布叶关于进一步
敦促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
告曳袁公布各类举报途径袁鼓励群众积极举报遥

五尧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径院
渊1冤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受理举报电话院0515要81680403袁 举报邮箱院
ycshb81680403@163.com;

渊2冤市监察委员会受理公职人员涉黑涉恶
问题举报电话院0515要12388袁 举报网站院http:
//jiangsu.12388.gov.cn;

渊3冤市公安局受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举报
电话院110袁0515要83220455袁 举报网站院http://
ycga.yancheng.gov.cn遥

射阳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工作简介

一尧县委县政府加强组织领导袁统筹推进
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尧 县委常委会先后 5次专题研究部署推
进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院

渊1冤2018年 2月 2日袁县委常委会第 50次
渊扩大冤会议袁传达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
央政法工作会议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
精神袁正式启动我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遥

渊2冤2018 年 8 月 24 日袁县委常委会第 65
次渊扩大冤会议袁传达贯彻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现场推进会精神袁部署下步工作袁推动落实
叶射阳县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案
渊2018-2020年冤曳遥

渊3冤2018年 11月 21日袁县委常委会第 71
次渊扩大冤会议袁传达贯彻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渊扩大冤会议精神袁研究
推进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措施遥

渊4冤2019 年 2 月 27 日袁县委常委会第 79

次会议袁听取县纪委监委关于查处涉黑涉恶腐
败和黑恶势力野保护伞冶工作汇报袁研究推动扫
黑除恶与反腐尧野拍蝇冶 相结合袁 深挖彻查袁破
野网冶打野伞冶遥

渊5冤2019 年 4 月 30 日袁县委常委会第 84
次渊扩大冤会议袁听取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尧县纪委监委尧县委组织部尧县法院尧县检
察院尧县公安局工作汇报袁部署下一阶段工作遥

2尧县委常委会渊除专题研究扫黑除恶工作
之外的会议冤尧县委书记专题会议尧县四套班子
月度例会尧县稳定工作每周分析会上袁多次强
调扫黑除恶工作遥 县委尧县政府月度重点工作
安排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列入重点工
作遥

3尧县长办公会议尧县政府常务会议先后 8
次研究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院

渊1冤县长办公会 5 次研究扫黑除恶院2018
年 4 月 25日尧2018年 6 月 28 日尧2018 年 7 月
30日尧2019年 1月 28日尧2019年 2月 23日遥

渊2冤 县政府常务会 3 次研究扫黑除恶院
2018年 4月 21日尧2019年 3月 28日尧2019年
5月 15日遥

4尧 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先后 5
次召开全体渊扩大冤会议尧2 次全县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会议袁部署推进全县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遥 2019年以来袁3月 27日召开了领导小组
第五次全体渊扩大冤会议袁2019 年 5 月 17 日召
开了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遥

二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袁县委县
政府主要领导相关批示

1尧2019年 4月 23 日尧2019 年 4 月 29 日尧
2019年 5月 9日尧2019年 5 月 10 日袁 县委书
记唐敬先后 4次批示袁强调扎实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袁整改问题袁补齐短板袁加快黑恶积
案尧问题线索野双清零冶袁全力做好迎查准备遥

2尧2019年 5月 16日袁 县长吴冈玉批示要
求袁紧盯重点线索袁深挖彻查袁全力攻坚遥

三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袁我县出
台的主要文件

1尧2018年 2月 10日袁 县委办尧 县政府办
印发叶关于成立射阳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的通知曳渊射办也2018页7号冤曰

2019年 5月 13日袁县委办尧县政府办印发
叶关于调整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成
人员的通知曳渊射办也2019页39号冤袁实行县委书
记尧县长野双组长冶遥

2尧2018年 7月 11日袁 县委尧 县政府印发
叶射阳县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案

渊2018-2020年冤曳渊射发也2018页32号冤遥
3尧2018 年 8 月 8 日袁 县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尧县信访联席会议印发叶全县扫黑
除恶和社会稳定工作督查方案曳遥

4尧2018年 8月 23日袁 县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尧县委政法委印发叶关于进一步规
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报道工作的通知曳曰
2018 年 9 月 20 日袁县扫黑办印发叶关于进一
步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的通知曳曰
2019年 5月 13日袁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印发叶关于集中开展野扫黑除恶 射阳在
行动冶主题宣传活动的实施方案曳遥

5尧2018 年 10 月 17 日袁 县委政法委印发
叶关于在全县政法系统开展野重温入党誓词袁坚
决扫黑除恶袁严打黑恶保护伞冶活动的通知曳遥

6尧2019年 3月 19日袁 县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尧县委政法委印发叶2019 年度射阳
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任务分解表曳叶2019
年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台账指引曳遥

7尧2019年 4月 16日袁 县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尧县委政法委印发叶2019 年射阳县
政法工作野六个十冶重点推进措施曳袁包括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 10项重点推进措施遥
8尧2019年 5月 10日袁 县纪委尧 县委政法

委印发叶关于加快推进黑恶案件尧问题线索野双
清零冶工作的通知曳遥

9尧2019年 5月 18日至 23日袁县扫黑办连
发 12个督办函遥

四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袁我县发
布的通告尧公布的打击重点以及举报方式

1尧2018年 2月 10 日袁县法院尧县检察院尧
县公安局尧县司法局发布叶关于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通告曳袁公布 12 类打击重点袁与市
通告一致遥

2尧 我县公布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
径院

渊1冤 县扫黑办受理举报电话 院0515 -
82486110曰举报邮箱 syshce@126.com遥

渊2冤 县 公 安 局 受 理 举 报 电 话 院
110袁17851606985曰 举 报 网 站 院http://ycga.
yancheng.gov.cn遥

渊3冤县监委野保护伞冶线索举报电话院0515-
82353781袁举报邮箱院243354701@qq.com遥

渊4冤2019年 5月 28日袁 公布全国扫黑办
智能化举报平台 http://www.12337.gov.cn遥

五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袁我县主
要打处数据

截至 2019年 5月 20日袁全县摸排有效涉
恶线索 176 条袁立刑事案件 101 件尧治安行政
案件 10件曰破获涉恶刑事案件 152起袁打掉涉
恶犯罪团伙 37个袁 抓获涉恶犯罪嫌疑人 554
名曰 审查批捕 201人袁 起诉 261人袁 判决 252
人遥

扫黑除恶应知应会知识续篇
要要要市尧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工作简介

（2019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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