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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三级法院半年审结扫黑除恶案件196件，判处1312人，并公布5起典型案例

栾川庙子村原村支书涉黑 获刑21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3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
布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常务副
院长王树茂公布了上半年全省法
院扫黑除恶审判情况：河南扫黑除
恶审判半年盘点：审结案件196
件，判处1312人。此外，发布

会还公布了5起典型案例。

栾川庙子村原村支书非
法把持基层党组织，获
刑21年

基层党组织是党与人
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对当
地群众来说，可谓敢怒不敢
言。不过，法网恢恢，疏而
不漏。

王某成于2005年 6月
担任洛阳市栾川县庙子镇
庙子村党支部书记后，与该
村民委员会主任李某锤、副
主任王某等人利用威胁、设
计陷害、直接罢免等手段将
村委会中“不听话的人”排
挤出去，通过贿选、指定等
手段安排、拉拢“听话的人”
进入村委班子或担任村民
组长、村妇联主任，逐渐形
成以王某成和李某锤为组
织者和领导者，以王某等为
骨干成员，以万某超等人为
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

该犯罪组织通过虚拟
工程项目套取集体资金、骗
取国家危房改造资金、灾后
重建资金、征地补偿款，向
辖区内单位强行索要赞助
款或赔偿款，非法经营成品
油及违规向群众索取建房
押金等方式攫取经济利益，
所敛钱财向组织成员发放
红包、工资、组织旅游等。

为确立、维护、扩大组
织势力，该犯罪组织采取暴
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等手段，
在庙子镇及周边地区长期
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拘禁、寻
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敲
诈勒索、强迫交易、诈骗、贪
污、职务侵占等违法犯罪事
实40余起，致使当地群众
产生心理恐惧，大部分合法
利益遭受侵害的群众，迫于
该组织的威胁和影响不敢
通过正当途径举报和控
告。该犯罪组织还利用时
任庙子镇个别党政干部的
包庇、纵容，垄断农村工程

建设，干扰破坏行业秩序。
该组织操纵、破坏村级组织
换届选举，非法把持基层党
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达十余年，把农村基层组织
变成犯罪组织的活动平台，
严重破坏了庙子村及周边
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秩
序。

汝 阳 县 人 民 法 院 于
2018年 12月 29日作出一
审判决，部分被告人提出上
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4月23日作出二审
判决，终审以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等数罪并
罚，判处被告人王某成有期
徒刑二十一年，剥夺政治权
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其余被告人也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一
年不等的刑罚。

纠集多人冲击街道办
村组长组织恶势力团伙
获刑

无独有偶。2013 年 8
月以来，为获取非法经济利
益，张某峡利用其担任三门
峡市湖滨区梁家渠村二组
组长的身份，多次纠集本村
民组部分村民，采取暴力或
以暴力相威胁等手段，有组
织地实施了多起违法犯罪
活动，逐步形成了以张某峡
为首要分子，张某勋等人为
骨干成员，孙某义等18人为
组织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
团。

该犯罪集团多次组织
人员到建设工地殴打、驱赶
施工人员、打砸项目部会议
室、施工车辆；强行占据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
发的门面房；因不满被停职
而组织多人冲击街道办事
处长达5小时左右；以村组
与酒店合同纠纷为由组织
多人将市区交通主干道崤
山路东西向交通完全堵塞
近1小时等，严重扰乱了当
地正常经济和社会秩序，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
法院于2019年1月29日以
寻衅滋事罪、聚众冲击国家
机关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张
某峡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
罚金5万元；对其他被告人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
十一个月不等的刑罚。一
审宣判后，张某峡等被告人
提出上诉，三门峡中院于
2019年3月29日作出终审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尉氏“地下执法队”为讨
债将人非法拘禁27天，
组织者获刑25年

2015 年 7 月份以来，

苏某平纠集“两劳”释放
和社会闲散人员，通过免
费食宿、发放工资奖金福
利、对违反纪律者殴打惩
罚等方法进行笼络、控制，
逐步形成以苏某平为组
织、领导者，骨干分子固
定，成员30多人的稳定犯
罪组织。

该犯罪组织在尉氏县
城关镇、产业集聚区一带充
当“地下执法队”，插手非法
债务和民间纠纷，获取经济
利益175万余元。

该组织对合法债务采
取跟踪、滋扰、纠缠等软暴
力手段进行追讨；对非法债
务采取拘禁、殴打等暴力、
侮辱手段逼迫债务人还款，
先后实施非法拘禁、敲诈勒
索、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
物、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盗
窃等20余次犯罪及多次违
法行为。

其中，2016 年 8 月 3
日，苏某平组织多人将王某
挟持到其经营的洗浴中心
拘禁长达27天，其间对王某
采取殴打、体罚等手段，迫
使王某偿还魏某15万余元，
并将王某银行卡内9万余元
分多次取出挥霍。通过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该犯罪组
织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当
地正常的生产、经营、生活
秩序和法治环境，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

尉 氏 县 人 民 法 院 于
2018年12月26日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苏某
平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
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其余被告人
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十年至一年不等的刑罚。
一审宣判后，苏某平等被告
人提出上诉。开封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2019年 4月 3
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盘点
半年审结196案
其中涉恶犯罪177件

王树茂介绍，今年上半
年来，全省法院强化组织领
导，召开专题会议，对专项
斗争工作再推动、再部署。
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
用，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
罪案件的严打高压态势。
在案件办理中，全省法院贯
彻依法严惩方针，对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者、领
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
伞”，依法从严惩处，坚决打
掉其嚣张气焰；并注重依法
运用追缴、没收违法所得、
判处财产刑等多种手段，铲
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降低
再犯可能性。

25岁“坑哥”男
专骗中年女性
嫌疑人郑州落网

一名25岁男子，发现自己利用
婚恋诈骗中年女性年龄太小没有优
势，就冒用36岁哥哥的身份在交友网
站上专门诈骗离异女子，短短6个月
先后用各种谎言骗取一女子50余万
元。受害人报案后，警方经过调查发
现男子是多次诈骗女子的网上逃犯，
经周密布控民警将其抓获，但狡猾男
子竟将手机摔坏，企图毁灭证据。

被嘘寒问暖后 她借出50余万元

7月19日，家住河南省郑州市二
七区的张女士到郑州市公安局嵩山
路分局报案称，在婚恋网站上结识的
男子续喜某，先后以做生意、有经济
纠纷为由多次向其借钱508000元。
接警后，民警通过调查发现续喜某并
不是张女士要找的骗子，进一步侦查
发现续喜某的弟弟续海某才是张女
士要找的人，而续海某竟是北京市公
安局大兴分局上网逃犯，原因是在
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28日期
间，在北京多次诈骗钱款174000元。

随后，张女士告诉民警，其2018
年11月份，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自
称续喜某的36岁同龄男子，河南省
太康县人，离异。两人互加了微信，
经常联系。续喜某对她嘘寒问暖，让
她感觉男子挺可靠，于是就放松了警
惕。两三个月后，续喜某先后在两个
多月的时间里以做生意、有经济纠纷
等理由共计向自己借款50余万元。
后来逐渐不与自己联系了，这才选择
了报警。

精心装扮 专骗中年女性

经过调查，嫌疑人续海某，25
岁，周口市太康县人，初中毕业后在
太康县一饭店打工，2011年、2012
年和2014年分别因为多次盗窃被太
康县公安局处理，2015年因涉嫌诈
骗罪在福建省泉州市被处理。嫌疑
人因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具有
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被抓获后，据其
交代，自2018年在北京诈骗露馅后，
他回到河南把诈骗对象瞄准中年女
性，因为女人到中年后才可能有经济
基础，他想交往这类女性骗钱，又担
心自己年龄小没人喜欢，就用大11
岁哥哥的身份信息注册微信，为了更
显成熟将全身文满图腾“文身”，专门
选择结交中年单身女性骗取钱财。

目前，涉嫌诈骗嫌疑人续海某已
被郑州市公安局嵩山路分局刑事拘
留。办案民警提醒：遇到利用交友身
份诈骗钱财，嫌疑人往往先是在感情
上关心体贴再加上甜言蜜语以取得
信任，之后就编造各种理由骗取钱
财。发现被骗后一定要及时报警处
理，避免财产损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一川
实习生 席开来 通讯员 李东亚

2019年1至6月全省三级法院一审共审结

恶势力犯罪案件 177件 948人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案件

19件 364人
（不含漏犯）

扫黑除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