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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案件牵出涉黑团伙

2018年4月26日14时
许，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张
寨村村民张岭酒后驾驶自
己的黑色迈巴赫轿车载着
几个朋友，行驶至二七区凤
栖北路时，发现有交警在设
卡盘查。张岭迅速掉头，驶
向一条小路。执勤交警遂
上前盘查。

在小路尽头，交警追上
了张岭的车。当民警在对
其进行查处执法时，张岭和
车上人员拒不配合，竟然下
车对民警辱骂殴打。“当时他
（张岭）满身酒气，态度十分
嚣张，一边骂一边撕扯我的
警服。”执勤民警王骋说，张
岭还朝着他的嘴部打了两
拳，顿时鲜血顺着嘴角流出。

随后，增援民警赶到，
将张岭等人控制并依法进
行查处。经检测：张岭血液
中乙醇含量为 154.65mg/
100ml，已达醉酒标准。民
警王骋在执勤过程中被张
岭等人打成轻微伤。2018
年4月26日，因涉嫌危险驾
驶罪，张岭被郑州市公安局
建设路分局刑拘；5 月 11
日，张岭因涉嫌妨害公务罪
被逮捕。

随着张岭被逮捕，马寨
镇张寨村的村民们开始集
体举报他，一摞摞举报材料
送到了公安机关，全部是举
报张岭家族多年来横行乡
里的涉黑犯罪线索。郑州
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局副局
长赵德孝介绍说，警方结合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抽调专
门警力对这些线索展开调
查，为排除干扰，还指定荥
阳市公安机关参与调查。

“我们围绕群众举报的
十余条线索逐一调查，经过
半个月走访摸排，这个以张
岭为首的犯罪团伙渐渐浮
出水面。近年来张岭及其
妻子、儿子纠集闲散人员通
过暴力手段非法敛财，给周
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
成极大威胁，群众深恶痛绝

却又敢怒不敢言。”荥阳市
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李
超鹏说。案情上报后，郑州
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
全力侦办张岭涉黑案件。

夫妻二人做“老大”

“张岭和申勤在张寨村
一手遮天，整个马寨镇都知
道他们的厉害，黑白两道通
吃。两个儿子和手下多次
殴打他人，都没有被处理，
村民称其为‘南霸天’。”在
民警调查过程中，张寨村的
村民们大都这样说。

随着专案民警调查的
深入，张岭、申勤的犯罪证
据一点点被警方掌握，他们
的组织构架也渐渐清晰。
据侦查人员介绍，该犯罪组
织以家庭势力为依托，以张
寨村基层组织为平台，为攫
取经济利益，实施了大量有
组织犯罪。

“张岭、申勤是该团伙
的组织者、领导者，尤其是
张岭在该犯罪组织中具有
绝对的权威和地位，他们通
过参与工程、吃喝玩乐、发
放工资、给予经济援助等方
式对听命的成员给予一定
回报，同时通过辱骂、殴打、
孤立等方式，对组织成员进
行管控，树立个人非法权
威。”民警介绍，申勤在丈夫
张岭的操作下，担任了张寨
村村委会主任，其后便牢牢
把持张寨村基层组织，是张
岭的代言人，实施、参与、授
意、掩护了多起有组织犯
罪，也是该犯罪组织的组织
者、领导者。

张岭的儿子张小飞（化
名）和刘某强、柳某伟、荆某
林、李某军等人，听命于张
岭、申勤，积极参加该犯罪
组织实施的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是积极参加者。

通过50余名专案民警
近半年的侦查取证，专案组
查明，自1999年以来，张岭
夫妇采用暴力手段或以暴
力相威胁，有组织地实施了

寻衅滋事、非法拘禁、强迫
交易、敲诈勒索、妨害公务、
诈骗、非法占用农用地、妨
害作证等违法犯罪活动多
达几十起。其中，他们强揽
郑州市蔬菜研究所、马寨镇
萍湖路修建、马寨镇管廊施
工、张寨村拆迁安置等工程
项目，攫取高额利润；插手
张寨村周边商户经济纠纷，
收取保护费；借助申勤担任
张寨村委会主任的便利，圈
占强占土地，出租建厂，违
规开发销售小产权房。

违法开发小产权房
骗取赔偿款上千万

“这种涉黑犯罪团伙形
成势力后，往往都是无恶不
作、无法无天，只要有利可
图，他们什么都敢做。”专案
民警、来自荥阳市公安局刑
侦大队的蔡岩说。

2006年 5月，张岭、申
勤为谋取经济利益，占用二
七区马寨镇张寨村集体土
地，在尖岗水库一级水源保
护区投资建设楼房，在未办
理相关法定手续的情况下，
于2007年底建成“湖畔假
日小区”住宅楼，并借张寨
村委名义对外销售。

2010年4月，该违法建
筑被媒体曝光，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2010年8月，二七
区人民政府依法对“湖畔假
日小区”拆除前夕，张岭夫
妇利用组织势力和把持张
寨村基层组织的便利，指使
组织成员采用虚构事实、伪
造虚假购房合同和收据等
手段，扰乱调查方向，逃避
赔偿责任，致使政府对“湖
畔假日小区”对外售出的
149 套房屋进行了安置补
偿，共计1455万元，给国家
造成严重损失。

团伙成员全部获刑
“保护伞”也先后落马

以张岭、申勤夫妇为首
的黑势力团伙在张岭被逮

捕后浮出水面。随着专案
组调查的深入，该团伙所有
成员先后被警方抓获，自
2018年 6月 8日申勤被荥
阳警方刑拘到8月27日最
后一名嫌疑人赵某华被刑
拘，21名涉案嫌疑人已经全
部到案。

“这个黑势力团伙是典
型的家族式犯罪团伙，主要
成员除了主犯夫妇，还有他
们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及
其他亲属、朋友，尤其是张
岭的儿子等人，非常嚣张，
惯用暴力手段殴打辱骂竞
争对手，为这个犯罪团伙提
供暴力支持。”侦查人员介
绍。据了解，张岭等人之所
以能长期称霸一方，也与其
勾结的“保护伞”有着密切
关系。随着案件侦查终结，
这些“保护伞”也先后落马
到案。经查，马寨公安分局
副局长刘某、马寨镇党委委
员郭某等人长期包庇、纵容
张岭等人，并与之有利益输
送。目前，涉案的公职人员
已全部到案（另案处理）。

2018年12月31日，河
南省荥阳市人民法院对张
岭等人做出判决。张岭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犯寻衅滋事罪、诈骗罪、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敲诈
勒索罪、强迫交易罪、非法
拘禁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妨
害公务罪、危险驾驶罪，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

申勤犯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
罪、诈骗罪、聚众扰乱社会
秩序罪、非法拘禁罪、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妨害作证罪、挪
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
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

其他成员分别获刑十
八年至三年不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向纵深开展，巩固
专项斗争成果，积极营造依法严厉
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氛围，近日，河南
法院集中审理、宣判一批涉黑恶势
力集团犯罪案件，最高刑期22年。
其中包括泌阳县人民法院和卫辉市
人民法院审理的涉黑案。

泌阳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
2008年，刘某纠集人员，打砸、拦截
往高铁制梁场送料的竞争对手王某
军的供料车辆，迫使王某军退出该
项目，从而非法垄断高铁项目送料
工程，该事件标志着以刘某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

刘某是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
者，他的妻子周某华给参加人员发
工资、补助、请客吃饭，为犯罪成员
解决吃住问题。该组织通过采取暴
力和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实施了强
迫交易、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经营、盗窃
等违法犯罪活动18起。

2018年12月31日，泌阳县人
民法院对刘某等23人涉黑案公开
宣判，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强迫交易罪、破坏
生产经营罪、妨碍公务罪、盗窃罪数
罪并罚，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罚金人民币
五万二千元，其他人员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至一年不等的刑罚。

卫辉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自
2007年以来，段某师、段某青等人
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向卫辉市后河
镇以及周边企业和个人放高利贷，
并采用锁门占厂、跟踪纠缠等方式
强索债务。

2016年，段某师非法占用了某
高铁供料场，诱使多人入股并为其
操控，为控制组织成员、笼络人心，
段某师安排集中吃住在料场，给参
与人员开会、发放工资、福利。

该组织采取恐吓威胁、暴力侵
害、违法犯罪等手段多次有组织地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以“高利贷”
为非法获利的经济基础，通过强立
债权，强索债务，插手民间矛盾和经
济纠纷，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
序。

2018年12月31日，卫辉法院
一审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集
资诈骗罪等罪名，数罪并罚判处首
犯段某师有期徒刑22年，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段某青、徐某国等其
他29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最高为
20年有期徒刑的不等刑期，部分被
告人被处不同数额罚金。

一批“黑老大”被宣判

尖岗水库旁的小产权房
原来是黑恶势力设的骗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一川 通讯员 王洪岩 闫亚平

尖岗水库位于郑州市西南部，周边风景优美，是郑州一级饮用水备用水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备受关
注的水库，竟被附近村中的黑势力团伙盯上，他们纠集闲散人员冲击水库管理处，殴打工作人员，更嚣张的
是居然还在水库库区内违法开发小产权房……

经郑州警方查明，今年56岁的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张寨村村民张岭（化名），自1999年以来，为霸控
尖岗水库，网罗亲属好友和闲散人员，以殴打威胁等暴力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非法敛财，给周边
群众造成极大的危害。2002年以来，张岭扶持妻子申勤（化名）当上了张寨村的村主任，把持基层组织，横
行乡里、危害一方，严重破坏了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2018年，郑州警方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一举打掉了以张岭、申勤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
2018年12月31日，张岭等21名涉案嫌疑人受到了法律应有的制裁。

至此，以张岭、申勤为首的家族式涉黑犯罪团伙彻底覆灭。

扫黑除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