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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许振兴 任为

宋跃武这个名字在宁乡 “颇有名
气 ”，不过却是恶名昭著 ，当地群众提起
他都是畏而远之。

十多年来，宋跃武带领“小弟”，在逞
强斗狠、为非作恶 ，以插手他人纠纷 、争
抢工程项目、发放高利贷 、非法讨债 、非
法采矿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 当地居民
叫苦不迭。

2019 年 2 月 3 日， 公安机关就宋跃
武、周兵等人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一案立案侦查。 2 月 16 日， 宋跃
武被抓获归案。

经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起诉、 岳麓
区法院一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最终主犯宋跃武被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
其他 16 名成员也分别获刑 11 年至 1 年
10 个月不等。

从“菜霸”到黑恶团伙“大哥”
宋跃武是土生土长的宁乡人， 只有

初中文化，十几岁就开始混迹社会。凭着
“恶名 ”， 宋跃武伙同杨湘宁等人 ，曾
经垄断了宁乡最大蔬菜批发市场 “山
川 潭 菜 市 场 ”的 蔬 菜 生 意 ，成 为 “菜
霸 ”， 多次在宁乡为非作歹 ， 两度入
狱 。

2008 年， 第二次出狱后的宋跃武开
始以收徒弟、认兄弟等形式网罗“小弟”，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成为宁乡城区人人
畏惧的 “社会大哥 ”，逐步形成了以其为
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多年来，该组织盘
踞宁乡城区、 玉潭街道及菁华铺乡八家
湾村等地 ，为非作恶 ，欺压群众 ，有组织
地实施开设赌场、非法持有枪支、非法拘
禁等 27 起违法犯罪活动，致 2 人轻伤，5
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 严重破坏了上述
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2009 年至 2010 年下半年，被害人谢
某经营不善资金紧张， 到宋跃武处借款
6 万元，月息 1 角，未及时归还本金和利
息，被宋跃武等人多次非法拘禁，对其进
行殴打逼迫其还账。2009 年大年三十，为
逼迫谢某还账， 宋跃武及其小弟刘意朋

等人还到其家中，持刀威胁谢某的儿子，
谢某被迫将公司股份转让给宋跃武等
人。 2013 年 12 月，宋跃武等人为挖沙获
取暴利，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
假借复垦项目名义在农田内采沙销售牟
利，非法所得 265 万余元，且未进行任何
复垦措施，造成 100 多亩农田毁坏。

团伙 17人获刑，最高获刑 20年
多行不义必自毙。2019 年 9 月，长沙

市检察院将该案指定岳麓区检察院审查
起诉。 2020 年 4 月 24 日，岳麓区检察院
将宋跃武等 17 人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向岳麓区法院提起公诉 。
2020 年 7 月 30 日，长沙市岳麓区法院一
审公开宣判宋跃武等 17 人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据悉，该案也为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关注， 最高人民检
察院、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湖南省公安厅
督办案件。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宋跃武系该
黑社会性质组织和犯罪集团的组织者 、
领导者和首要分子， 不仅应当对其直接

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依
法还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
罚。 被告人周兵、周旭等 9 人系积极参加
者，其余 7 人系其他参加者，均应当以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
并对本人直接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
刑事责任。

最终，岳麓区法院综合 17 名被告人
的犯罪事实、 犯罪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一审判决 ：被告人宋跃武犯组织 、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
衅滋事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 非法拘禁
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罪 、强迫交易
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0 年，
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被告人周兵、周旭等其他黑社会性质组
织成员，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1年至 1年
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对各被告人用于违
法犯罪的财产，依法予以没收；对各被告人
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

9 月 17 日，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以宋跃武
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覆灭。

江华：送法进校园，用“法”护成长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

近日，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码市法庭干警来到码市镇码市中学，开展“送
法进校园”专题法治讲座活动。

讲座中，干警针对部分青少年学生青春期叛逆、自控能力较弱、法制观念
淡薄的特点， 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问题和一些周边真实发生的青少年违法
犯罪案例，开展了警示教育。 黄诗杨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曾晶晶 谢丽佳

“杨女士 ，你好，我是南昌公安局宋
铭 ， 你涉嫌洗黑钱 ， 请配合我局调查
……”家住江西南昌的杨女士，接到这个
电话后被骗 17 万余元。 而这个电话号码
是由长沙望城区的徐某提供的。

近日， 长沙市望城区法院审理了一
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揭示了网
络犯罪分子的“隐身”途径之一。

花 1200元租间房赚 2万元
“租一间房，摆放一台机器 ，不光能

得 2 万元劳务费， 还可得 1 万元每月的
薪酬。 ”这种“轻松”的赚钱方式，诱惑务
工的徐某踏出了犯罪活动的第一步。

起诉书显示，2019 年 12 月， 徐某通
过“卡友交流群”认识了一名“台湾”口音
微信名为“大维”的人。 今年 1 月初，这名
微信好友给徐某打来一通语音电话。

“他让我帮他租个房子，能够正常上
网， 放一台机器在里面， 就能给我 2 万
元。 ”徐某说，虽然觉得可能存在风险，但
他觉得有搞头。 收到机器后，徐某在望城
区金桥国际大市场建材城以 1200 元每
月租金租了一个单间。 按照“大维”的要
求，徐某把机器摆好 、接上电源 、插上网
线，接好一个小型摄像头。 仅 7 天时间，
徐某便赚了 2 万元人民币。

收买电话卡月薪过万
轻松赚得 2 万元，徐某决定跟着“大

维”好好干。 之后，他不仅帮“大维”租房
摆放网络信息设备 ，还通过 “卡友群 ”以
每张卡净得 30 元的好处收买电话卡。

“按收卡人指定的归属地办理电话
卡，移动 、联通 、电信三大运营商的都可
以，每张收货价格 150 元至 200 元。 ”徐

某交代，他根据收买人的需要，归属地为
上海、西安、江西等地的电话卡被犯罪分
子用来实施诈骗。 既不用自己租房，还可
以获得月薪 1 万元的收入， 收买手机卡
还有加成。

3 月 21 日， 徐某再次花 1100 元/月
租下一单间，开始按“大维”的指示，将收
买来的手机卡插入端口，“这台机器有一
百多个端口， 我当时手上有用的卡只有
40 张， 我把卡全部插好， 接上网线和电
源， 帮助操作设备运行， 运行至 3 月 28
日。 ”

徐某不但自己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还怂恿他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4 月 10 日，他收到“大维”寄来的一套与
之前型号相同的新设备， 于是在长沙微
信兼职群里联系到朱某，以 1000 元钱好
处费让人帮其租房， 并将作案设备放入
朱某车内，于 4 月 14 日下午被公安机关
查获。 截至案发，徐某共获利 4 万余元。

根据被告人徐某的犯罪事实、性质、
情节等，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
决其有期徒刑 10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 元；退缴违法所得 4 万元人民币，由
扣押机关返还被害人。

法官提醒：网络时代，犯罪分子利用
网络实施诈骗的手段层出不穷。 凡是陌
生人以各种名目要求付款的信息， 大家
一定要提高警惕 ，仔细甄别 ，严加防范 。
同时，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也涉嫌违
法。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
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
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
广告推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 情节严重
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本报讯（通讯员 李莹）近日，岳阳县
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滥伐林木罪案
件，被告人汤某、姚某犯滥伐林木罪 ，均
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3 年，并各处
罚金人民币 1 万元。

2003 年 ，汤某 、姚某合伙承包岳阳
县一山地用于造林。 2019 年，承包合同
到期 ，2 人遂产生将山上林木砍伐的想
法。 2020 年 3 月 9 日，汤某、姚某在未获
得林业部门批准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
情况下，擅自带领雇请的劳力砍伐林木。
直至 3 月 12 日， 因林业站工作人员制

止，才停止砍伐。经鉴定：汤某、姚某滥伐
林木总蓄积为 82 立方米。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汤某、姚某法
律意识淡薄，违反森林法规定，无采伐许
可证砍伐林木，数量巨大，滥伐林木总蓄
积为 82 立方米，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
成了滥伐林木罪，依法应予惩处。

综合被告人汤某、姚某的犯罪情节、
认罪态度、 悔罪表现以及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 结合岳阳县司法局认为二人适用
社区矫正的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处。

宁乡“社会大哥”宋跃武覆灭记
称霸一方横行十多载，获刑 20 年

摆放一台设备， 赚了 2万元劳务费
望城男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获刑

承包合同到期忙砍树
两男子犯滥伐林木罪获刑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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