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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0日讯 垄断梓树收
购业务， 暴力恐吓威胁， 打压同
行，这伙人栽了。

今天下午， 湘潭中院组织召
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
会， 通报该市法院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开展情况，并公布了六个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欺行
霸市的侯勇等人寻衅滋事、强迫交
易案作为典型案例被通报。

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期
间，侯勇、钟洪亮等人垄断湘潭县茶
恩寺镇梓树收购业务，获取非法利
益，在当地逐步形成一个梓树收购
市场的涉恶性质的犯罪团伙。

他们多次采取暴力、 恐吓、
威胁等手段强迫他人交易从而
收购梓树， 多次随意殴打他人、

打砸货车、 任意损毁公私财物、
打压同业人员，破坏社会经济秩
序，情节严重，在当地造成了恶
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经过一、二审，以寻衅滋
事罪、 强迫交易罪判处侯勇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
民币五千元。 以寻衅滋事罪判处
其他同案犯一年到二年九个月不
等的有期徒刑。

湘潭中院副院长米朝晖介
绍，自2018年1月份，截至目前，
两级法院共判决认定恶势力犯
罪案件13件，对54名涉恶犯罪分
子均判处了实体刑，无一适用非
监禁刑，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17人。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尹静

实行会员制，有专门电梯

10日上午，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
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以被告人杨正
刚、肖巍、胡志勇为首的重大恶势力犯
罪团伙案件，该团伙严重扰乱经济、社
会秩序，破坏社会道德风尚，造成极为
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3年3月以来，被告人杨正刚、
肖巍、胡志勇等人先后设立了“康逸乐
休闲会所”“豪爵会所”等卖淫场所，长
期盘踞融程花园酒店、 通程国际大酒
店组织大批失足女从事卖淫活动，逐
渐形成了恶势力团伙。

在经营过程中，团伙组织严密、分
工明确，卖淫场所实施公司化运营。有
专人负责招募、培训、管理失足女，专
人负责通过微信、 发卡片等形式吸引
嫖娼人员入场进行卖淫嫖娼活动。

该会所实行会员制， 只有成为
会员或者经过会员介绍， 在持有专
门的电梯卡刷卡的业务员带领下进
入会所。

会所设立了技师部、业务部、财务
部等部门。 技师部负责人根据失足女
的长相和身材确定不同档次的卖淫价
格。 业务员着统一工装， 联系嫖娼人
员。在一楼大厅接到嫖娼人员之后，持
会所专用的电梯卡带嫖娼人员进入会
所，向嫖娼人员介绍失足女的档次、价
位等，嫖娼人员挑选好后，再由失足女
带嫖娼人员到指定的房间。 为了逃避
查处， 会所会不定期更换包房所在的
位置。

组织60人卖淫，收入近1.3亿

公安机关2017年8月25日晚查处
“康逸乐休闲会所”时，当场查获27对
卖淫嫖娼人员，其中还发现该“休闲会
所” 有组织未成年人卖淫情况。2018
年4月3日晚查处“豪爵会所”时，当场
查获4对卖淫嫖娼人员。两处卖淫场所
在被查处时尚有60余名失足女从事
卖淫活动。通过财务报表显示，两处卖
淫场所收入近1.3亿元， 向股东分红
2800余万元， 其中主犯杨正刚分得
1000余万元、肖巍分得600余万元、胡
志勇分得200余万元。

该案案情重大、涉案人员众多、证
据材料繁杂，为妥善组织庭审，充分保
障被告人诉讼权益， 望城区法院为相
关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 并依法保障
了辩护人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材料。
合议庭在开庭前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
规定召开了庭前会议，就案件管辖、回
避、 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充分交
换了控辩双方意见。 该案庭审预计持
续3天时间。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郴
州桂阳多地的居民发现， 菜市场
的猪肉不用靠“抢购”了；那些暂
停歇业的肉铺，又重新开张了。看
似细微变化的背后， 是当地一个
“肉霸”涉黑组织的覆灭。

4月10日，郴州桂阳县公安局
通报了一起扫黑除恶案件， 涉及
两个恶势力犯罪团伙， 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37人， 他们长期采用威
胁、恐吓、扎胎等暴力手段排挤外
来运输人员，强迫屠户接受服务，
强迫交易长达四年之久， 严重扰
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2014年初，桂阳县畜牧定点屠
宰场搬迁至解放村与新城村的交
界处。以谭某平和高某中为首的两
个团伙，便承包起了屠宰场的猪肉
运输生意，以新建的屠宰场离市场
更远和油费上涨为由，让运输费用
从原来的三五元涨到了17元。

部分屠户选择自己开车去拉
猪肉， 却被谭某平等人将车子轮

胎全扎破并告诫： 凡在屠宰场宰
杀的生猪， 所有屠户都不允许自
行运输。

后来，谭某平等人又提出，如
果有屠户坚持要自己运输猪肉也
可以，但每杀一头猪，都需要交给
谭某平等人十五到二十元的抬肉
费。遇到屠户反抗，谭某平等人便
辱骂、殴打屠户，或进行围堵，迫
使屠户们就范。

“以前一天市场里有170头猪
供应给市民，该团伙强行交易后，
市场上每天只有50头猪供应，市
民想买猪肉都买不到， 靠‘抢
购’。”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2019年3月26日， 桂阳县人
民法院集中公开宣判该恶势力犯
罪集团案件， 依法以强迫交易罪
判处谭某平等36名被告人有期徒
刑五年至拘役二个月不等刑罚，
并处人民币五万元至五千元不等
罚金。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曾鸣 陈琳

盘踞五星酒店组织卖淫牟利1.3亿
杨正刚等26人重大恶势力犯罪团伙望城受审

嫖客持有会员卡，有
统一制服的专人相迎，搭
乘专门的电梯，失足女按
身材、长相分成各个级别
供选择……两家盘踞在
长沙五星级酒店内的卖
淫场所，短短几年来疯狂
敛财上亿元。

4月10日上午， 以杨正刚为首的26人重大恶势力犯罪团伙在长沙
望城区人民法院受审，涉嫌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黄旭

本报4月10日讯 今天
上午，记者从长沙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和数据资源管理
局获悉，根据国务院、省政
府关于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清单标准化梳理工作的要
求，长沙将开展政务服务事
项大梳理，实现全市范围内
所有3万多件政务服务事项
的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事
项类型等九项统一，确保清
单之外无权力。

长沙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和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本次梳理是
对去年互联网政务服务平
台的事项录入的进一步深
化与优化，突出了“全数量
全事项全流程”梳理。

据了解，长沙市在省政

府规定6类行政权力清理规
范的基础上，增加了行政处
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
政征收和公共服务事项5类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市范
围内所有3万多件政务服务
事项的九项统一。

此次梳理突出流程优
化和“一件事一次办”。据
悉， 政务服务事项梳理围
绕工程建设、企业开办、不
动产登记等营商环境专
题， 开展主题事项优化及
流程改造。 市级各业务主
管部门将按照“一件事一
次办”、证明材料精简30%
以上等要求， 对高频服务
事项进行减材料、减流程、
压时限等优化改造工作。

■记者 刘璋景

长沙开展政务服务大梳理
确保清单之外无权力

本报4月10日讯 一
辆渣土车进入工地现场，
监管人员就可从监控中完
整看到车牌、 整洁程度等
有关情况， 可实时掌握车
辆的去向， 这是目前在长
沙城区渣土处置工地及消
纳场视频监控系统。

记者今日从长沙城管
部门获悉， 今年9月前，城
区所有工地实现视频监控
全覆盖。

在湘江新区卓伯根中
国总部项目入口处不远，1
台监控球机和2台监控枪
机24小时运作。

长沙国友渣土运输公
司负责人王国军介绍，通
过球机， 渣管办工作人员

可以监控工地出入道路洁
净程度和洗车设备是否正
常；通过枪机，则可对工地
施工情况进行360度“无死
角”管理，全方位掌握所有
设备作业情况。

同时，工地还安装了2
台车牌识别系统， 对渣土
车辆身份进行核实查证；所
有巡查车辆和渣土管理人
员也分别配备车载执法监控
设备和APP专用手机， 渣土
施工工地、消纳场、渣土运输
公司、 渣土现场监管人员实
现全过程、可视化和实时化
精准监控，“成本是增加了，
程序也繁琐了，但有利于管
理，对环境有好处，我们很
支持。” ■记者 杨洁规

9月前长沙城区渣土工地
视频监控全覆盖

桂阳：“肉霸”覆灭，居民买肉不再靠“抢”

湘潭：“树霸”倒了，村庄宁静了

市州行动 长沙新政

▲

4月10日， 望城区法院的
庭审现场。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黄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