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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升湖王忠和涉黑犯罪团伙16人被拘
王忠和曾一手创办同升湖实验学校，长沙警方公开收集违法犯罪线索

近日，长沙警方经过缜密侦查，一举摧毁了一个长
期盘踞在雨花区同升湖一带的涉黑犯罪团伙， 抓获王
忠和等犯罪嫌疑人16名。目前涉案的16人均被依法刑
事拘留， 同时警方也呼吁群众积极检举揭发王忠和等
人违法犯罪行为，督促涉案犯罪嫌疑人尽
快投案自首。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杰

【抓捕】 涉黑犯罪团伙16人一夜落网

4月18日上午，长沙警方向
同升湖山庄业主代表等通报了
案情， 得知王忠和等人被抓后，
现场很多人纷纷拍手叫好。
据警方通报，以王忠和（绰
号“王根毒”，男，52岁，雨花区同
升街道同升湖社区人）、 王铭川
（系王忠和之子，男，30岁，雨花
区同升街道同升湖社区人）为首
的犯罪团伙为攫取非法经济利
益，利用公司为载体，网罗一批
打手为员工，长期盘踞在雨花区

同升湖一带，采取威胁、恐吓、殴
打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了殴打
他人、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
秩序、故意伤害等一系列违法犯
罪活动，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
生活秩序和经济秩序，社会影响
十分恶劣。
4月11日下午5点， 长沙警
方组织130余名警力奔赴长沙、
湘潭等地对王忠和、王铭川等16
名犯罪团伙成员开展抓捕工作，
并于次日凌晨全部抓捕到位。

【背景】 曾开发同升湖山庄，创办同升湖学校
据了解，王忠和曾开发同升
湖山庄楼盘，他一手创办的长沙
同升湖实验学校，是长沙有名的
民办学校。
“股票没看到，钱也没有看
到。”周女士是长沙同升湖实验
学校的一名老师，早在2009年，
曾在学校任职的王忠和， 以奖
励优秀员工的名义， 让不少在
校老师每人出资7万余元，声称

购买股票，可10年过去了，大伙
出资的钱却打了水漂， 只留下
一张没盖章的收据。“当时有40
多名 老 师出 资， 累 计 400余万
元。”长沙同升湖山庄小区业主
刘先生说， 同升湖物业管理公
司经常对小区停水停电， 对大
家的生活造成极大影响，“特别
是我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非常
不方便。”

【互动】 警方请你举报他们的违法犯罪线索
办案民警介绍， 公安机关
正面向广大群众收集王忠和
等人 的违 法 犯罪 线索 ，也 敦 促
其他涉案犯罪嫌疑人投案自
首。
警方表示，对于举报人身份
和举报线索， 公安机关严格保
密，一经查实按照《长沙市举报

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奖励实施办
法》的规定予以5000至20000元
人民币的奖励。
举报地址：长沙市公安局扫黑办
举报电话：
110、96110、0731－85010202
举报邮箱地址：
csxz403a0sina.com

专项教育
社区矫正人员参加扫黑除恶考试
本报4月18日讯 今天 ，宁
乡市人民检察院来到回龙铺镇
镇政府，对管内77名社区矫正人
员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教育大
会，并组织进行了“扫黑除恶”应
知应会知识测试。
该院检察官陈娟围绕“扫黑
除恶 守护平安本色” 这一主题
给现场社区矫正人员授课。结合
社会热点案例及宁乡市检察院
近年来办理的黑恶势力典型案
例， 提高社区服刑人员对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增强其遵纪守法意识。 鼓励社区

矫正对象主动积极检举身边以及
所涉案件中的涉黑涉恶线索，勇
于揭发黑恶性质违法犯罪活动。
“接下来， 我们将会安排优
秀检察官有针对性地对辖区435
名社区矫正人员以及1000余名
五年以内刑满释放人员开展谈
话教育和线索排查。”宁乡市检察
院检察长、扫黑除恶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钟孝明表示，通过这样的
专题活动等形式，告诫他们切勿
接触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行为，
远离黑恶势力。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赵婵娟 杨婷

4月18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内，牛角塘村原负责人朱拉练被指控7项罪名。 通讯员 供图

市州行动
收“保护费”砸场子

攸县“砂霸”落网
本报4月18日讯 “这些人
被抓了之后，没人采砂了，治安
也好了。”利用非法采砂人员害
怕被查处的心理收取保护费,
近日， 这伙控制株洲攸县丫江
桥地区非法采砂作业的涉恶团
伙被公安机关打击取缔， 当地
百姓拍手称赞。今日，攸县警方
通报了这一案件。
无业人员彭某自恃胆大凶
狠，便纠集易某、朱某等人在攸
县当地为非作歹，欺行霸市。
去年3月，受害人何某在丫
江桥镇非法开采砂， 彭某得知
这一消息后， 便以向政府举报
非法开采为由威胁何某， 要求
何某按每立方米两元的价格向
自己支付“保护费”。何某迫于
无奈，同意了该要求，前后共向
彭某支付了1万元钱。
其实，早在2017年年底，何
某在民宅设置赌博机时，彭某也
多次纠集手下去砸场子， 拿了
15000元钱“
好处费”才罢休。
光是收取“保护费”并不能
满足彭某等人的贪欲。 为了达
到垄断目的， 彭某还纠集同伙
持刀等凶器， 在路边对其他运
砂的货车进行拦截， 并向他人
收取“保护费”。同时，从去年4
月开始，彭某还与易某、刘某等
人非法采砂，获取暴利。
攸县警方掌握这一情况
后，立即调查事实，搜集证据。
去年10月， 攸县警方抓获
嫌疑人彭某，其余4名犯罪嫌疑
人闻讯而逃。民警多方追捕，历
经5个月，于近日将该团伙其他
成员全部抓获。
目前， 彭某因涉嫌敲诈勒
索罪、寻衅滋事罪，易某等四人
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攸县公安
局执行逮捕，该案已移交攸县检
察院依法起诉。而何某因为非法
采砂，已被国土部门立案调查。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杨洁

典型案例

把持村支书位置13年
将村子变个人“王国”
长沙天心区涉恶村霸犯7宗罪获刑25年
在长沙天心区牛角塘村，很
多村民听到“朱拉练”的名字时，
会对这位前村支书兼主任竖起大
拇指，细数他的“好人好事”，像是
村民的保险、工资、出国旅游等费
用，都可以找这位“善人”报销。直
到他被天心区纪委带走的那一
刻，很多村民始终不愿相信。
4月18日， 长沙市天心区人
民法院认定朱拉练的行为是恶
势力，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
资金罪、贪污罪等7项罪名，应当
数罪并罚，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
2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财
产人民币1100万元并处罚金人
民币640万元。
“
好支书” 咋成了恶势力，长
沙市天心检方一语道破玄机：
“以
个人的名义给村民发放补贴，以
此收买人心， 长期把持着基层政
权，甚至把村部设在了自己家中。
为了捞回成本， 他将土地流转至
自己的公司， 逐步垄断了农村资
源，这实属‘
羊毛出在羊身上’！”

培植亲信，打造自家“王国”
2005年起，朱拉练一直担任
牛角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 至2018年4月被天心区纪委
监委带走， 任职已长达13年。这
段时间里，他也成了村里的“霸
道总裁”，身兼书记、主任两职，
把控着村里的大小事务。
为了更好地行使手中的权
力，朱拉练开始发展自己的“小圈
子”，将罗某等8人收为“徒弟”，并
将其中3人安排进村
“
两委”。
2008年的换届选举中，朱拉
练安排“徒弟”参加选举，以此分
散其主要竞争对手的票数，朱拉
练如愿连任。 此后数次换届选
举， 朱拉练都安排亲信进入村

“两委”，排挤竞争对手，稳稳把
持“家长”的位子。

流转耕地成了渣土消纳场
在农村， 土地是最大的资
源，尤其是牛角塘村位于“长株
潭城市群”的核心区域，其光明
前景更是不言而喻。
凭借自己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朱拉练总能从
政府规划部门获取到一手消息。
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资源，他跟
村民们软磨硬泡，最终说服其签
订了土地流转协议，将这些土地
均归于自己开办的长沙鑫明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
2015年起， 朱拉练陆续以
“鑫明物业”的名义，从村民手中
流转了圭白路附近的大量土地。
当邹某（另案处理）得知这一情
况后，向朱拉练表达了想从其手
中流转该地块作消纳场的想法，
并送上了好处费。
2017年1月， 朱拉练将流转
的600亩土地用作渣土消纳场。
即使国土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停
止，朱拉练仍是置若罔闻。
经检测，该处的175.647亩耕
地受损“
特别严重”，已无法耕种。
经法院查明，在朱拉练任职
期间， 其职务侵占人民币
909.8965万元、挪用资金1500万
元、贪污476.5399万元、非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209万元、 非法占
用农用地175.647亩、 诈骗专项
资金42万元。
综上， 法院作出了宣判。同
时，要求监察机关继续追缴朱拉
练贪污受贿款111.341112万元，
责令朱拉练退赔牛角塘村侵占
款909.8965万元，退还挪用资金
1500万元。
■记者 杨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