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踞五一广场周边的“地下出警队”栽了
本报4月28日讯 近日，长

沙市公安局开福公安分局从一起
抢劫案，顺藤摸瓜，揪出一个长期
盘踞在长沙五一广场周边， 聚众
斗殴、持刀参与“站墙子”等地下
出警活动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铲
除了这一“毒瘤”。

策划抢劫“黑吃黑”
结果牵出一个恶势力团伙

事情还要从今年3月15日，开
福警方接到一起报案说起。

据受害人刘女士介绍，3月初，
郑某找到她， 要其充当中间人，去
找赵某拿回他应有的14万元，许诺
给她1000元辛苦费，“没说具体是
什么钱，反正这笔钱不‘干净’。”

刘女士联系赵某， 提出去拿
钱，尽管赵某口头上答应，心中却
另有打算，先将钱交给刘女士后，
再“黑吃黑”抢回这笔钱。

于是，赵某找到专门帮人“了
难” 的宋某等人， 要其抢劫刘女
士，并许诺事成后给对方5000元
“好处费”。

3月15日，宋某等人准备了刀
具、头套、铁丝等工具，在刘女士
约定的某大厦里，将其捆绑住，抢
走其身上的2部手机和现金。获救
后，刘女士立即向警方报案。

接警后， 开福警方迅速展开
调查， 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宋某等
人。3月29日，涉案的宋某、刘某、
秦某、厉某被抓获。经审讯，一个
以暴力恐吓、威胁等手段帮人“了
难” 牟利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浮出
水面。鉴于案情重大，开福警方成
立了专案组。

仅3月份
就在长沙城区作案8起

经深挖查证， 该团伙成员

20余人，来自全国各地，均为无
业人员， 在嫌疑人宋某的纠集
下， 形成一个长期混迹在五一
广场周边，充当“地下出警队”
的犯罪团伙。

根据警方通报， 仅今年3月
份， 该团伙就在长沙城区作案8
起，围殴他人，寻衅滋事，持刀行
凶等，他们在当地横行霸道、滋扰
百姓，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同
时，在主犯宋某等人落网后，其他
成员曾在微信群发布“提醒”，删
除聊天记录及退出群组， 妄图躲
避公安机关调查。

目前， 该团伙已有15人抓获
归案，其中刑事拘留14人，行政拘
留1人，仍有数名成员在逃，案件
仍在进一步深挖之中。 警方呼吁
本案在逃人员早日到公安机关自
首，争取宽大处理。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张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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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男，身份证（证号：
430104197211022510）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本报4月28日讯 一面是阻
工滋事的“不懂事”村民，一面是
积极斡旋的资管委干部， 任谁也
没想到，双方竟是同一“剧本”下
的不同角色分配。今天，记者从益
阳市资阳区公安分局获悉， 该局
打掉的一涉恶团伙， 在开发区企
业阻工滋事的村民和“参与调解”
的干部都是“村霸”成员。当秘密
被揭开，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恶
势力就在身边。

2017年初， 益阳市长春经济
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启动， 在建
项目有污水处理厂、菲美特、佳纳
能源等， 项目建设地址正位于长
春镇南部小洲垸村（现统称为清
水潭村）。随着工期临近，当地村
痞的目光瞄准了企业建设项目，4
月左右， 清水潭资管委副支书贺
某云、资管委工作人员徐某先、新
港队队长陈某安、 村民徐某光等
人在资阳区某茶馆商议， 以当地

村组队长带领村民阻工， 资管委
干部出面调解的方式， 迫使在建
的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厂交出
部分工程项目的承包权给其指定
的承包人徐某光承包， 项目所得
利润，则“分红”给参与谋划的资
管委干部。贺某云等人依计行事，
通过鼓动村民阻工， 强行逼停工
地施工， 迫使政府和企业答应其
加价揽工程的无理要求，贺某云、
徐某光等人陆续获得了污水处理
厂、 菲美特等在建项目中的机械
设备、填土方、修围墙等多个子工
程项目。

一次次的阻工， 一次次的强
行索取， 让原本计划大展宏图的
投资者心力交瘁， 企业发展信心
受挫，投资动力被削弱，这对资阳
区经济的发展来说是不可估量的
损失。

2018年3月， 收到举报线索
后， 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局立即

成立专案组， 全面展开侦查。4月
27日，专案组收网，一举抓获贺某
云等多名涉案犯罪嫌疑人，至
2018年7月，11名涉案犯罪嫌疑
人全部到案。

2018年12月，经资阳区人民
法院公开审理，贺某云、徐某光等
人被依法判处一年八个月至一年
不等有期徒刑， 部分涉案人员不
服，相继提出上诉。2019年4月，益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审理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记者王智芳 通讯员 何佑

本报4月28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海关获悉，近日长沙邮
局海关监管现场查验人员从来
自英国的邮包中截获42管、千余
只活体蚂蚁， 经鉴定为收获蚁。
据海关部门调查了解，这些蚂蚁
可能为境内宠物爱好者非法邮
寄入境，拟作繁殖观赏用。

“截获的蚂蚁中，蚁后37只，
体色红黑发亮， 体长约14毫米，
其余为大量中小型工蚁和蚁卵。
活体蚂蚁被封装于塑料试管中，
用棉塞将其与管底的透明营养
液隔离，包装手法专业。”长沙海
关相关负责人介绍。

经初步鉴定，该批蚂蚁属于
蚁科切叶蚁亚科收获蚁属，体型
美观，饲养简单，逐渐成为国内一
些蚂蚁宠物饲养者喜好的品种。

“对于这千余只活体蚂蚁，
长沙邮局海关将依法对该批入
境蚂蚁予以灭活销毁处理。”长
沙海关相关负责人也提醒市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
植物检疫法》， 活体昆虫属禁止
邮寄进境物品，非法邮寄活体蚂
蚁入境将给我国生态安全带来
极大威胁。而且蚂蚁本身也可能
携带各种病菌，引发多种疾病。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罗志萍

涉黑涉恶634人被判刑5年以上
省高院通报全省法院专项斗争成效 24名专家受聘助力扫黑除恶

本报4月28日讯 今天上
午，省高院举行全省法院扫黑除
恶专家库和审判咨询专家库专
家聘任仪式。14名审判人员受
聘为“湖南法院扫黑除恶专家
库专家”，10名专家受聘为“湖南
法院扫黑除恶审判咨询专家库
专家”。

此次分别组建的两个专家
库，是从全省法官队伍和省内外

法律专家学者中聘请的，希望借
助各位专家的智慧为疑难复杂
案件提供客观、 专业的咨询建
议，进一步提升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审判的专业化水平，真正把好
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
适用关，把每一起涉黑涉恶案件
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的铁案。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陶琛 邱杨雨生

本报4月28日讯 今日上
午， 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针
对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16
督导组进驻湖南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督导期间提出的问题整改
清单，介绍全省法院整改举措及
成效，并发布一批黑恶势力犯罪
典型案例。

统一执法办案标准

据介绍，围绕“恶势力”“保护
伞”标准把握这一关键性、基础性
问题，全省法院认真抓好“两高两
部”4个文件的学习贯彻，扎实开展
已审结案件“回头看”活动，抓紧推
进编印典型案例， 开展与公安、检
察机关集中对接，充分发挥专家库
作用，统一执法办案标准，进一步
提高扫黑除恶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法院一审
认定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651件，判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634人，重刑
率占比22%，判决追缴违法所得、
罚金、没收财产超过14亿元。

进一步提升办案效率

4月17日，省法院下发《关于
进一步提高全省法院涉黑涉恶
案件审判效率的指导意见》，将

快审快结的要求制度化、 常态
化。围绕“有些案件审限过长”的
问题，全省法院对纳入台账管理
的所有案件进行清查分析，逐案
查找问题、 制定针对性措施，在
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
赴尽快结案。 开通绿色通道，充
分发挥庭前会议解决程序性事
项、明确争议焦点的功能，强化
协调配合，加强监督检查，力求
推进常态化清查督办， 进一步提
升办案效率。4月1日至27日，共审
结纳入专项斗争台账管理的案件
118件，截至昨天，一审结案率为
82.3％，二审结案率为84.8％。

加强问题线索排查

积极参与深挖彻查和源头
治理，进一步加强线索摸排和司
法建议工作，围绕少数法院“线
索摸排质量不高”的问题，省法
院指导相关法院全面整改，并制
定下发《关于加强问题线索排查
和司法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
截至今天，全省法院已移送线索
639条，已有反馈218条，成案61
件；发送司法建议188份，已有反
馈52份。着力落实“差别化、精细
化”要求，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
广告机等滚动播放新闻报道，全
省法院在官网、微博、微信、客户
端等法院自媒体开设专栏，主动
设置话题，大量刊发扫黑除恶新
媒体作品，进一步强化扫黑除恶
舆论声势。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邱杨雨生 陶琛

24名专家受聘助力扫黑除恶
链接

阻工滋事，索要工程，企业苦不堪言
唱“双簧”的“村霸”团伙终获刑

从英国非法邮寄入境长沙
千余只蚂蚁被海关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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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上午，永州市
经济开发区仁湾镇张家村，
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
转移被困群众。26日深夜，
永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导
致城区部分老街出现内涝，
200余名群众被困。当地政
府迅速组织消防人员赶赴
现场展开救援，经过6个多
小时的奋力救援，被困群众
全部救出，无人员伤亡。
杨艳朋 李双程 摄影报道

水中救援

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