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涉黑团伙2亿元资金被查扣
河南警方打掉的多起涉黑典型案例曝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扫黑不止，除恶务尽，今年2月份，河南省公安厅等部门发布通告，决定在全省开展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间，河南省公安厅对外
发布《河南省公安厅关于群众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对12类黑恶势力线索的举报人，警方核实确认后将予以最高2万元的奖励。

梳理历史数据、运用科技手段、动员社会力量，河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箭齐发”，一批黑恶团伙被打掉。6月19日，河南警方打掉的多
起涉黑典型案例被曝光。

“必须把黑恶势力打出来，打下去，打得准，打得狠，还要打得稳，不打人民群众不答应。”副省长、公安厅厅长舒庆如是说。

洛阳：有团伙非法讨
债、充当“地下出警队”

2015年以来，以孙某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常年盘踞
在安乐镇某银行楼上，主要成员
多达二三十名，组织严密、训练
有素，以非法讨债、化解经济纠
纷、替他人出场站队、充当“地
下出警队”为主要经济来源，造
成恶劣影响。

经侦查，该团伙涉嫌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拘
禁、敲诈勒索、聚众斗殴、故意毁
坏公私财物、故意伤害、妨害公
务、窝藏等刑事犯罪涉及9类13
起，其他违法行为20余起。2017
年12月8日，洛龙区人民法院对
孙某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进行
了公开审理。该黑社会性质组织
的组织者、领导者孙某一审被判
处有期徒刑15年，组织成员张某
波等17人分别被判处1年至9年
有期徒刑，该案18名涉黑团伙成
员均获实体刑。2018年 3月28
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

该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原
判。

商丘：查扣涉黑团伙资
金2亿元

2013年以来，王某为获取非
法利益，纠集多人逐渐形成了以
其为组织、领导者，以张某、王某、
刘某等为骨干分子，以唐某、李某
等为一般参加者的带有黑社会性
质的犯罪组织，多次有组织地实
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
易、非法拘禁、高利转贷、骗取贷
款、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犯
罪活动。主要对民权县辖区内的
工厂企业、房地产开发等领域和
高利贷非法行业，造成了重大影
响，严重破坏了民权县的经济、社
会生活秩序。

民权县公安局在对一起群众
匿名举报侦查中，发现了王峰等
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件线索。于2017年8
月30日立案侦办，目前共抓获涉

案成员10人，查扣涉案资金2亿
元，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37 起。
2017年11月30日，民权县人民
检察院以王峰等人涉嫌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
审查起诉至民权县人民法院，
2018年4月19日依法作出一审
判决。

郑州：暴力收车团伙被
打掉

2014年以来，庞某网罗两劳
释放、吸毒人员和同乡无业人员
在郑州成立讨债公司，逐渐形成
了以其为组织、领导者的带有黑
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该团伙受
雇于做分期业务的各大汽车销售
公司和工程机械销售公司，在全
国各地对一些逾期还款车辆进行
暴力收车，有组织地实施寻衅滋
事、非法拘禁、非法侵入住宅、故
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从中收
取巨额佣金，短期内迅速敛财两
百余万元。

2016年3月份，荥阳市公安
局在协查一起警情时，发现了庞
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件线索，经过缜密
侦查研判，于2016年11月9日立
案侦办，目前共抓获涉案成员
22 人，查扣涉案资金 30 多万
元，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1起。
2016年9月29日，荥阳市人民
法院对庞某等18人依法作出一
审判决，首犯庞某因犯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被荥阳
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其余17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7年至1年零 2个月。
2018年2月28日，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了维持原
判的终审判决。

淮阳：开公司、放高利
贷团伙被打掉

2014年以来，郑某成立商贸
公司和白癜风医院之后就开始收
储公众存款，采取签空白合同、低

收高放的方式放高利贷。为保证
高利贷的顺利回收，郑某拉拢公
司员工郑某磊、王某旺等人，并纠
集两劳释放人员及社会闲散人员
方某、刘某等人为其非法追讨高
利贷充当打手，对不还高利贷的
雷某、陈某等人任意施暴、代理行
使相关国家公权力。

该团伙有组织地多次实施
寻衅滋事、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破坏生产经营、盗窃等违法犯
罪活动，作案20余起。2017年
5 月 11 日，淮阳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接到实名举报后，经过调
查取证，于2017年 5月 20日对
郑林等人涉嫌盗窃、寻衅滋事
立案侦查，5天后郑林等人被抓
获归案。

2017年12月5日，淮阳县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2018年4
月27日，淮阳县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郑某以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五项罪名被判
处有期徒刑20年。其余11名涉
案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
年至1年。

2018年6月20日 责编 程永兵 美编 张峰

河南重点AⅠ·09

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
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拍卖公告
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委托，公司定于

2018年6月29日上午10时在洛阳市西工区凯旋东路59号大为
玖朝酒店17楼会议室公开拍卖六处农业银行营业用房，分别为：
1.位于洛宁县马店乡马店街的房地产，房产面积1103.22平方
米，土地面积1009.66平方米。保证金20万元。
2.位于洛宁县故县乡故县街路南的房地产，房产面积580.8平方
米，土地使用面积704.17平方米，保证金10万元。
3.位于洛宁县兴华乡兴华街路东的房地产，房产面积253.36平
方米，土地面积848.42平方米，保证金10万元。
4.位于洛宁县东宋乡东宋街的房地产，房产面积630平方米，土
地面积433.5平方米，保证金10万元。
5.位于洛宁县赵村乡赵村街的房地产，房产面积254.61平方米，
土地面积309平方米，保证金10万元。
6.位于洛宁县陈吴乡陈吴街的房地产，房产面积441.14平方米，
土地面积366.42平方米，保证金10万元。
以上标的产权清晰，双证齐全，面积均以房产证、土地证证载面
积为准。本次拍卖采用现场和网络同步拍卖方式。

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不成交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
款。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交款凭证到洛阳市西工区
定鼎南路华源财富广场A座802室河南龙天拍卖有限公司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详情请咨询河南龙天拍卖有限公司。
展示地址：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报名时间：公告之日-2018年6月27日18时止
保证金缴纳账户：
户名：河南龙天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67016051700000145
开户行：洛阳农商银行升龙支行
咨询电话：0379-80855189 15037988899

河南龙天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0日

公 告
海南中翔龙鸿发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已换为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资质证已换新版，启用新印件
章。原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和印件
章声明作废。原已有签约项目请于
2018年6月30日前与张先生联系
（电话：18530908933），刘先生联系
（电话：18666983088），变更事宜，
逾期按相关规定办理。
海南中翔龙鸿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河南高速公路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周口东服务区降温
加水、外卖档口合作经营项目已批
准实施，现进行招商。
1.有意向者请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6月26日来大广高速K2069公
里处周口东服务区领取招商资料。
2.联系人：王经理
电话：15936918808
3.纪检监察员：高经理
电话：13838611230

拍卖公告
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委托，公司定于

2018年6月29日下午15时在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9处农业银
行营业用房，分别为：
1.位于嵩县白河乡白河街房地产，房产面积140平方米，土地面
积147.8平方米,保证金2万元。
2.位于嵩县城关镇老城嵩洲路房地产，房产面积592.15平方米，
土地面积544.1平方米,保证金10万元。
3.位于嵩县何村乡何村街房地产，房产面积685.52平方米，土地
面积664.3平方米,保证金10万元。
4.位于嵩县库区乡库区街房地产，房产面积492.25平方米，土地
面积940.4平方米,保证金10万元。
5.位于嵩县九店乡九店街房地产，房产面积570.49平方米，土地
面积308平方米,保证金10万元。
6.位于嵩县大坪乡大坪街房地产，房产面积477.87平方米，土地
面积768.3平方米,保证金10万元。
7.位于嵩县饭坡镇饭坡街房地产，房产面积731.91平方米，土地
面积656.2平方米,保证金10万元。
8.位于洛阳市吉利区人民路与河康路交叉口西南角的康乐花园
19-2幢房地产，房产面积371.02平方米，土地面积231平方米，
保证金20万元。
9.位于洛阳市洛龙区白马寺镇车站街25号房地产，房产面积
919.41平方米，土地面积648.3平方米,保证金20万元。

以上标的产权清晰，双证齐全，面积均以房产证、土地证证
载面积为准。本次拍卖采用现场和网络同步拍卖方式。

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不成交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款。
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交款凭证到洛阳市中州路15号
牡丹大酒店3楼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详情请咨询拍卖公司。
展示地址：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报名时间：公告之日-2018年6月27日18时止
保证金交纳账户：
户名：洛阳市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6622 2011 2000 00155
开户行：河南伊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山路支行
联系电话：0379-80859005 18638892179

13837955099 18638355681
监督电话：0379-62325608

洛阳市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25破申1、2、7、8、9、10号

本院根据原阳县纺织品公司、原阳县食品公司、原阳县百货公司、原阳县饮食服务公司、原
阳县五交化公司、原阳县凤凰商城的申请，于2018年5月28日分别裁定受理以上企业破产清算
案件，并于2018年6月5日指定原阳县商务局破产清算组担任以上企业的管理人。以上企业的
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向以上企业的破产管理人(通信地址:河南省原阳县商务
局;邮政编码: 453500; 负责人:王建峰;联系电话: 15937335857) 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
权时应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以上企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公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
二0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25破申3、4、5、6、11号

本院根据原阳县纺织厂、原阳县化工总厂、河南省原阳县水泥厂、原阳县印刷厂、河南省原
阳县电机厂的申请，于2018年5月28日分别裁定受理以上企业破产清算案件，并于2018年6月
5日指定原阳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委员会破产清算组担任以上企业的管理人。以上企业的债权
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向以上企业的破产管理人(通信地址:河南省原阳县科技和工
业信息化委员会;邮政编码：453500；负责人：徐松字;联系电话: 18568236368) 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以上企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
二0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声 明
近期发现有不发分子打着本公

司的名义，以低价（内部价）买房的
名义接受购房者的认购金及购房
款，系个人不法行为，与本公司没有
任何关系。本公司从未授权过任何
个人收取认购款及购房款，由此引
起的所有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本公
司概不负责。

郑州辰伟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