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歼：将黑恶势力连根拔起
时间回溯到 2007 年 ，承载着众

多期待的文化影视基地项目如火如
荼地建设。 因投资方和建筑方资金
紧缺，他们分别陷入“套路贷”深渊，
最终卷入以刘某 、黄某 、王某军 、王
某林等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精心
设置的陷阱，项目被迫停工。

2018 年 ，“1.1 亿元的文化影视
基地被当地黑恶势力长期强占 ”的
信访案件交办至当地， 公安机关迅
速成立了“4·16”专案组并对该案立
案侦查，省检察院、省公安厅挂牌督
办。

“4·16”影视城系列案由 3 个案
件组成，涉案人员达 17 人。 张家界
市检察院统筹调配办案力量， 指定
由桑植县检察院和武陵源区检察院
办理。 张家界市检察机关第一时间
组建专案组提前介入，全程、实时引
导侦查，搜集固定证据。 通过严审细
查，向公安机关提出法律意见 50 余
条，发出万余字的引导侦查提纲，涉
及侦查事项 70 余条。 经过仔细甄别
事实、反复论证证据，成功追诉王某
林等人犯骗取贷款罪并获法院有罪
判决。 刘某、黄某、王某军、王某林及
其团伙成员 17 人被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 1 年至 10 年并处 40 至 300 万
不等罚金， 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返
还被害人。

该案判决后， 张家界市检察机
关 对 该 案的 执 行 进 行 同 步 监 督 。
2019 年 4 月 20 日，桑植县法院将追
缴的王某军等人因强迫交易非法占
有的文化影视基地 10 号 、30 号 、33
号门面成功返还给投资商， 该案从
立案执行到门面返还仅用了 18 天
时间。

三年来， 张家界市检察机关充
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共批准逮捕
涉黑涉恶案件 102 件 327 人，提起公
诉 53 件 390 人，审查起诉涉恶案件
“保护伞 ”类案件 6 件 7 人 ，提前介
入 20 件，纠正移送起诉遗漏罪行 25
人，纠正遗漏同案犯 8 人。 审查起诉
邢某某等 7 人涉恶系列案中， 通过
法律教育， 被告人从无一人认罪转
变为全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判

决后无一人上诉；全国扫黑办、省扫
黑办、 省检察院挂牌督查的曾某等
40 人涉黑案、全市首起涉黑案覃甲、
覃乙等 43 人涉黑案、 刘某等 17 人
涉恶案等一批有影响的涉黑恶案件
均已终审。

清淤：检察建议促行业清源
“我们办理涉黑恶案件，不仅要

把案件办成铁案， 还要关注案件背
后的问题， 以高质量检察建议促相
关部门清淤固本， 促社会治理长效
常治。 ”张家界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覃
遵福说。

邬某等 11 人涉恶犯罪团伙案 ，
是张家界市首起恶势力犯罪团伙案
件 ， 主犯邬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11 名被告人均当庭服判息诉，取
得了良好效果。

永定区检察院在积极提前介
入、高效完成审查起诉的同时，聚焦
治乱清源，针对城区酒吧、KTV 等娱
乐场所成了黑恶势力聚众斗殴 、寻
衅滋事的 “法外之地 ”，分别向区公
安分局、 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发
出了检察建议书。

永定区公安分局在收到相关检
察建议后，对娱乐场所监管不严、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到位、 队伍建设
不完善三方面问题，迅速进行整改，
对辖区内酒店旅馆、 歌舞洗浴等娱
乐场所进行大清查， 抓获各类违法
犯罪人员 3 人，打击处理 3 人，整改
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场所 29 家，并部
署开展了“守纪律正警风强作风”集
中教育整顿活动。

永定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联
合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娱乐场所违法
行为警示记录系统、 经营活动信用
监管制度、信息通报制度，并监督娱
乐场所建立巡查制度。 组织文化旅
游执法机构通过日常检查、 错时检
查 、夜查和 “双随机 ”抽查相结合的
方式，对辖区内的酒店旅馆、歌舞洗
浴等娱乐场所进行线索摸排， 全面
清查文化旅游市场欺行霸市、 充当
“保护伞” 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对
检查中发现的涉黑涉恶线索及时向
相关职能部门通报。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张家

界市检察机关主动延伸检察职能 ，
深入查找黑恶势力案件背后的动态
管控、行业监管、基层建设等方面的
突出问题和监管漏洞， 向有关单位
发出检察建议 62 件，全面跟踪落实
整改情况，收到回复并整改 62 份。

联动：合力监督彰显检察担当
“闪”速审案，固然大快人心，但

法律不是儿戏，给黑恶势力定罪，不
能放过一条漏网之鱼， 更不是凑数
越多越正义。

把好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
法律适用关 ，是坚守 “不凑数 ”底线
的精髓所在。

2019 年 2 月， 张家界市检察院
出台了 《重大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会
商制度（试行）》，加大与公安机关的
协作配合， 严格执行办理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案件通报制度， 促进涉
黑恶案件办理的规范化。

“因本案不具备欺压良善、为害
一方的恶势力犯罪特征，不符合‘两
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规定的恶
势力犯罪特征， 不认为是恶势力犯
罪。 ”2019 年，慈利县检察院在办理
高某等人开设赌场、 非法拘禁一案
中 ，认为该案达不到 “恶势力 ”定性
特征标准， 经与公安部门召开沟通
联系会议 ，达成共识 ，不认定为 “恶
势力”犯罪。 2018 年以来 ，张家界市
检察机关改变公安定性 35 件 ，占
受理案件的 39.33%， 均得到法院支
持。

为规范扫黑除恶案件线索的管
理， 张家界市检察院对扫黑除恶案
件线索实行“集中管理、归口负责”，
由扫黑办根据线索的具体情况和管
辖规定 ，精准处置 ，确保 “查实有结
果 、查否有依据 、件件有落实 、事事
有回音”。 截至目前，案件线索已全
部清仓。

“我们将进一步巩固专项斗争
前期成果， 持续推进扫黑除恶常态
化开展，为建设法治张家界、幸福张
家界再立新功。 ”张家界市检察院检
察长罗树中表示， 全市检察干警将
继续以奔跑的姿态， 奋进在荡涤黑
恶的征途上。

擦亮名片景色新
———张家界市检察机关持续发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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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夕， 穿行于张家界市中心城区、 大小景
点，迎面而来的，是游客和市民们微笑的脸。

“我终于可以安心做生意了。 ”文化影视基地的
经营者很高兴。

“没有欺客宰客，也没有黑车黑导。三天的旅游，一辈
子的美好回忆。 ”来自广东的自驾游客玩得很舒心。

“城里的治安比过去好了，以前经常有‘二流子’
乱窜，现在很少见了。 ”土生土长的市民很放心。

……
这些声音，是大家谈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时的反馈。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必须坚守政治担

当，切实发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力军作用，让张
家界旅游‘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

这个声音， 是张家界检察人谈及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时的决心和担当。

三年来， 张家界市检察机关持续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净化旅游市场秩序，
还人民朗朗乾坤。如同张家界的山，天地间那一抹检
察蓝始终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20 年 6 月
28 日，全国扫
黑办挂牌督办
的曾卫华涉黑
案庭审现场。

宋双双 摄

2019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3 日，覃新荣、覃欣慰涉黑
案在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永定
区检察院检察长褚晓军（右一）、副检察长滕婷（右二）出庭
支持公诉。

2020年 6月 27 日，曾卫华涉黑案开庭前，省检察院副检
察长丁维群、张家界市检察院检察长罗树中一行，前往桑
植召开庭前部署动员会，并带领众检察工作人员到贺龙体
育馆查看临时搭建的刑事审判庭。 李源卿 摄

张家界市检察院检察长罗树中就刘某培恶势力犯罪集团
案与办案人员研讨案情。 韦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