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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健身竟是为替人讨债、充场撑面子
洛阳二三十名无业青年结成黑社会性质团伙终获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核心提示 ｜ 今年 3 月 28 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孙某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作出终审判决，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孙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组织成员 17
人分别被判处 1 年至 9 年的有期徒刑，18 名涉黑团伙成员均获实体刑(实体刑包括管制、拘役、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刑是刑罚的暂缓执行，不属于实体刑)。该案是洛阳公安机关
近两年来侦破的最大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该团伙的成员都是无业青年，其中不乏 90 后，
本该是蓬勃青春，却走上犯罪道路：他们健身锻炼，目的是替人讨债、充场撑面子；他们办公室
张贴“做信息社会栋梁”的标语，是为了提劲儿去干违法的勾当。

二三十名无业青年
盘踞在一层楼上
洛阳市公安局安乐分局在对
辖区涉黑涉恶犯罪线索摸排时，发
现在安乐镇赵村某银行的楼上盘踞
着二三十名无业青年，
行动诡秘。
在这些人的办公场所内，设置
有办公室、宿舍、厨房，并置办有健
身器材、拳击手套、沙袋等训练器
材。这里不是正常营业的健身房。
正当警方疑惑时，
他们发现这
群无业青年的带头人是孙某。孙某
有吸毒前科，
曾被洛阳、
北京警方处
罚过，此时孙某因为吸毒被警方强
制戒毒中。该团伙在孙某的带领
下，
在社会上专业为他人讨债、
化解
经济纠纷，
替他人出场站队、
充当地
下出警队，
从中收取费用。
2017 年 3 月 22 日，洛阳市公
安局安乐分局成立了专案组对孙

某犯罪组织进行专案侦查。
据办案民警介绍，根据供述，
该团伙成员在办公室设置健身器
材，悬挂“做信息社会栋梁”的标语
等 ，目 的 都 是 为 了 给 成 员“ 鼓 劲
儿”
，让他们
“提起精神”
去工作。

据介绍，孙某及其所属成员通
过长期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确立其
在洛阳市区及其附近周边区域的
强势地位。有经济纠纷、债务纠纷
等的当事人私下找到他们，希望通
过非正常途径解决问题。这个时
候，孙某及其成员就充当“中间人”
的角色，采取暴力、威胁、滋扰等手
段讨债，寻衅滋事。双方达成的条
件就是，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出钱，
孙某等团伙成员出面“摆平事儿”，
钱的多少根据事情解决的程度决
定，仅其中一起讨债案，孙某多次
接受张某的“好处费”，共计约 180
万元。
经 查 ，以 孙 某 为 首 的 组 织 团
伙涉嫌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聚众
斗殴、故意毁坏公司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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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前考勤签到
作为年底发红包的参考
据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组织
严密,除了在办公室设置健身器材
外，该团伙还购置统一的保安服、
作案工具，成员外出活动都是统一
安排的，不允许私下接活。外出
时，成员都是管吃管住，到年底还
发红包，红包的大小根据平时的考
勤任务量分配。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看到该团伙的日常考勤表，
其实就是每一次外出作案时的人
员签到表。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滑县：拉网式排查不留死角和盲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遂旺 尚明达
本报讯“对于中央环保督察组
转办的各类举报件，要第一时间接
件、第一时间批转、第一时间现场
督查整改，把查办整改工作，作为
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来
抓，自我加压，铁腕执法，真正抓牢
抓实，抓出成效。”6 月 24 日，安阳

市委常委、滑县县委书记董良鸿在
该县现场督办环保问题时说。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后，
滑县迅速召开了全县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整改工作推进会。截
至 6 月 23 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该县交办案件 23 件，已核
查办理 14 件，其余案件正在按照
程序办理。
滑县组织、纪检、监察、广电部

门组成联合问责组，持续跟踪问
效，公开曝光污染企业。对交办案
件落实不到位、行动不迅速或者不
整改、假整改、应付整改、整改后群
众不满意的，按照“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要求，严格追查问责。该县
县委书记、县长率领环保、公安、城
建等部门人员，对污染防治工作
所涉及的重点区域、行业进行了
拉网式排查，不留死角和盲区。

分类广告

咨询代理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抵押贷款

●法律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消毒保健医械批号63910208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分类广告

人才资讯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求职

●招聘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家教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设计装修
●广告材料
●装修装饰

●设计施工
●照明亮化

设计施工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66669222厂家车移修收空调
●63288160空调维修加氟清洗
●厂家移修加氟清洗53366658

信息窗口

●唐国强代言“东方神盾”专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业除甲醛，除醛电话：037156668630，
15638874010
分类广告

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转让
●景区转尧山相邻有证营业
中13949143191李先生

初恋的味道，
一碗老汤烩菜

特味村的老家味道
让人廿年不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端子
特味村、集团 20 周年微电影《廿》讲
一个怎样的故事？参与演员招募的读者
多有好奇。你可以说是爱情故事，但也是
情怀的表达，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自
己，
但美食是少不了的。
前期探店取景，记者发现，这既是与
美景的相遇，也是味觉记忆一遍遍被激活
的过程。前程大道商都路上的特味村美
食生态园是“升级版”的生态园，白墙青
瓦、花木扶疏，6500 平方米的面积，既有
包间的私密，又有近千平的大宴会厅，满
足婚礼、宴请的需要，更有不间断直播的
“明厨亮灶”工程，随时可“监控”后厨的一
举一动，
“
‘吃得放心’
是可以看得见的”。
中州大道与南三环交叉口的“特味村
生态园东苑”已为郑州食客服务 11 年，花
木更加葳蕤，秉承的“本土豫菜，老家味
道”的核心理念也更深入人心。是的，特
味村的生态园系列让人感受到不仅是满
眼绿色养眼，更有老家的味道养胃暖心。
为何强调本土与老家？特味村餐饮集团
出品总监任鹏是厨艺世家出身，对于食物
的理解也更有感情。
你可能遗忘了很多故乡的事，但对于
儿时常吃的菜却念念不忘，且常吃不厌。
所以吃下去的是记忆中的味道，暖的却是
一颗思乡的心。
作为 20 周年庆典匠心作品，位于“特
味村生态园东苑”南侧的庆喜宴会厅即将
于 9 月 26 日盛装迎宾，依旧是绿植环绕、
阳光生态，
“ 本土豫菜，老家味道”的理念
也会贯彻到底。
那么，处于 35~40 岁或 18~24 岁的
你，愿意通过这次微电影的拍摄，来一次
情感与美食的旅行吗？请将你的年龄、身
高、职 业、特 长、电 话 等 信 息 发 至 邮 箱 ：
20934770@qq.com，别忘了附上个人全
身照、素颜照、艺术照若干哦。

●李敏先郑房权字第08010749
31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特此
声明
声明，
如无异议，
发证机关将
予以补发。
●黄丽娟的保险从业执业证丢
●周夏遗失河南师范大学水产
失，
编号为0200014101008
专业毕业证书，
编号930479，
0120170403379，
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洛阳邻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王瑾遗失河南农业大学园林
公章(编码4103030114198)、
专业毕业证书，
编号104665
财务章(编码410303011419
200705031647，
声明作废
9)丢失，
声明作废。
●张领兵（身份证41018119830
●冉红伟，
开封师范专科学校毕
2151039）不慎遗失《货物进
业证丢失，
证书编号（91）359，
口证明书》车架号:JN8BY2NY
特此声明。
6J9112802，
汽车型号：
PATR
●谢宜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出生证编号:F410767194,
OL4000，
发动机号码：
VQ406
出生日期为2005年11月23
14977B，
联系单号：
H0218008
日,特此声明。
1015；
《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
●河南府得润商贸有限公司营
单》编号：
1180000005465260
业执照正本,代码:914101083
14，
流水号：
AA7880387；
《强
37224405N,开户许可证,核准
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 号:J4910042025401,机构信
编号：
A080086LCPAJN8BY2N 用代码证,代码:G1041010812
Y7Z1800，
特此声明作废。
933941P丢失，
声明作废。

●王建设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证遗失证号4108231982100
81314,声明作废.

●冯永永,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语
文教育(师范)专业毕业证书遗
失，
证书编号13784120110
6001234，
声明作废。

●郑州市祥云商贸实业有限公
司第三营业部税务登记证副
本丢失，
证号4101087156
04430，
声明作废。

●被保险人王赢，
车号豫AWY1
17,机动车商业保险单正本丢
失，
单号：
PDAA20184101D
AM0090979,特此声明。

●马俊保中牟县房权字第1201

157325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
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张敏郑州华信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证丢失，
证书编号1274

71200506000129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