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
!""!

年!公安机关就曾收到

控告郑继刚的举报信! 但由于缺少有

力的证据等原因! 只作为个案进行处

理"

!""#

年
$

月以后!公安机关又先后

接到有关信阳市大宇农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的举报"信阳市公安局#河公安

分局借全国打黑除恶东风! 决心打掉

以郑继刚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 同年

%

月成立专案组!信阳市副市长#信阳

市公安局局长李长根亲自挂帅"

经过深入分析研究!专案组决定选

择发案时间最近#线索较明显的信阳市

大宇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案作为第一

战场!对郑继刚#郝长城#王勇先行立案

侦查"许多人在内心叫好的同时又对破

案心存疑虑!有的人甚至因害怕打击报

复而不愿作证"专案民警想尽各种办法

找到商户!白天谈心宣传政策!晚上登

门摸排取证"经过半个月的秘密调查取

证!公安机关查明了该团伙实施强迫交

易的犯罪事实"

!""#

年
&

月
'

日!专案

组经过周密部署!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

将郑继刚及其团伙主要成员郝长城#王

勇一举抓获!并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批准

逮捕!首战告捷"

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 该团伙的

犯罪事实渐渐暴露出来" 但$黑老大%

有丰富的反侦查经验和庞大的关系

网!被擒后的郑继刚自恃$后台硬关系

广%! 对专案民警的审讯置之不理!一

味鸣冤叫屈"其亲属也加紧活动!给专

案组打招呼#施加影响!使专案侦破工

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此重要关头!信阳市公安局#

河公安分局两级党委旗帜鲜明!态度坚

决!他们很快调整工作部署!将追逃与

取证并重! 在广泛收集证据的同时!组

织精干力量抓捕" 在相关部门的配合

下! 该团伙骨干成员先后被擒获归案"

接着! 专案组先后两上郑州# 洛阳#南

阳!七次往返驻马店市#平舆县等地!行

程数千公里!将该团伙雇用的打手刘保

钢等人一一抓获" 在大量的铁证面前!

郑继刚低下了他跋扈的头颅"

至此!专案组历时一年!经过全体

打黑民警顽强拼搏和不懈努力! 终于

彻底摧毁郑继刚黑社会性质犯罪组

织! 抓获包括郑继刚在内的犯罪组织

成员
!$

人!依法逮捕
(!

人!劳动教养

#

人!从中侦破刑事案件
!""

余起"

!!!!!!

河南中医离退休专家医院门诊部结肠炎专科!采用纯

中药系列药物!专治各种急慢性结肠炎#腹胀#腹痛#脓血

便#大便不成形#大便次数多等各种顽固性结肠炎!及久

治不愈病情逐渐加重!如服用中药治疗!治标治本!疗效

确切!防止癌变!一般用药
$)#

天见效!

!)$

个疗程康复!

为使患者看病不花冤枉钱! 患者凭本报一疗程
$"

天只

需花
!""

元钱!就能让您体验到实实在在的明显效果"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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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牛皮癣科中成药病好后复发免费治

以欧美先进微创介入技
术&半价收费'专业治疗
颈#腰椎间盘突出症"

地址!桐柏路与淮河路口
电话!

#$%!&'(%#'("'

!"#$%&'()*

中医特色治疗多囊卵巢综合症#卵
巢早衰#女子闭经#排出体内寒积#

热积#气郁#痰湿#淤血等病理产物!

打通全身经络 ! 恢复女子正常月
经&经量#经色#周期#排卵'功能"

郑州新华中医院三楼闭经诊疗中心

#.456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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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疾病定点医院电话(

6$%(*#+%!6&&&

花园路与红专路交叉口西省科学院大楼

保证治愈!不信当面吃药订合同!

治不痊愈退全费" 联系人(冯大夫

6$%(*#+6#!$$% ($575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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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学院离退休专家医院眼病
防治中心! 由多位著名眼科专家辩
证治疗! 由各种眼病引起的事物模
糊!视力下降!重影变形!眼前黑点!

视野缺损!眼睑下垂!眼红流泪!眼
干涩痒!中医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疗
效可靠!治疗快

6$%(!##$#!$#%

郑州市城东路与东里路交叉口
网址(

,,,-8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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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三天用药!见效后用药付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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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医离退休专家医院泌
尿科采用$中药三联排毒免疫法%治疗
非淋菌性尿道炎#病毒疣#生殖器疱疹#

前列腺炎#睾丸炎#膀胱炎#盆腔炎等男
女泌尿顽疾! 疗效显著!

(6

天左右起
效!

!!$

个疗程康复" 承诺(用药
(+

天
无效退款"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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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著名中医专家宋大一教授! 在国
内发明$鼻咽内服%加$吸闻疗法%特别
对气管炎#哮喘#肺气肿#青少年鼻炎#

咽炎! 疗效满意!

'!$

个疗程康复!承
诺(用药

'6

天无效
'66"

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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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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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安康医院 泌尿科

$病毒疣多发于男女生殖

器及肛门! 起初小红点# 长菜

花#肉芽状增生物!不痛不痒!

久治不愈易癌变"

我院引进国际最新三联渗

透排毒疗法"彻底打破湿疣#疱

疹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神话"

不激光#不手术"药物直接渗透

疣体"不管您患病多久"将病毒

快速杀灭" 无痛脱落" 规范治

疗"愈后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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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医离退休专家门诊部
针灸理疗科采用绝招治本疗法调理
性激素内分泌和性神经机能!恢复正
常性欲和性欲周期!消除勃起困难和
早泄症状!八至十天从根本上治愈阳
痿早泄顽症" 可边交费边治疗边体会
疗效" 也可签订协议!不愈双倍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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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火车站乘
!6&

#

#+

#

#6$

路在城东路东里路站下车路东
((6

号

��������

部队军医妇科老专家

亲自操作&市内最低价'!无

痛处女膜修补!随做随走"

预约电话!

地址(武警创伤手外科医院

#$%!&'(%#'("'

&桐柏路与淮河路口'

河南中医学院离退休专家门诊风湿骨病研治中心 ! 独创

$三补一活渗透疗法 %对股骨头坏死 #椎间盘突出 #风湿 #类风

湿#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椎炎#颈椎病等骨病有特效" 服药十天

有明显效果!

(*$

个疗程康复!服药十天无效
(66D

退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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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康诺丸%%%纯中药 #无激
素 #稳定血糖 !有效控制并发
症 !适用于服用西药无效或想
停用胰岛素的患者 "

&市内送货!外地邮寄'电话(

6$%'*#&6!&&&#

优惠活动中

我院独家引进免疫平衡疗法!从根本上治
疗甲亢!无论病情轻重!病史长短!

'!$

个
疗程均可治愈!无副作用!不复发!医院承
诺!愈后十年内偶有复发免费治疗!让您
不花冤枉钱!专家热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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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光牌银屑液'权威科技保证!科技项目

奖获得者!国家科委评为全国先进水平"经

韩俊光大夫
$6

多年临床验证两万余例!康

复后未发现复发者!纯中药制剂!安全可靠

无毒副作用!是当今完全康复$银屑病%的

最佳产品!同时本所系列产品!对白癜风#

神经性皮炎#各种病毒#真菌#湿疹等!几十

种常见皮肤顽症! 同样保证康复后不复发

&也可签约'

#$%!&''$%+#+% '#!*(#%"

一次见效专家热线
#$&66'!!

§�#.¨©ª�

!""%&"$&'%

责任编辑 张军强

!"

MNOP

/-012345617308.,&9:;0

安报商丘讯 (记者 张东 实习

生 王强 通讯员 殷刚
,

文图) 昨日!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唐光等
''

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等罪一案作出二审刑事

裁定! 驳回上诉人唐光等
''

人的

上诉!维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关于对唐光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等数项罪!判处有期徒

刑
!6

年! 罚金人民币
!666

元!其

他
'6

名被告人分别判处
'

年至
!6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的一审判决"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犯唐光&别

名唐亚杰'!民权县伯党乡卫生院职

工!曾犯盗窃#寻衅滋事#敲诈勒索

罪!后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敲诈

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串通投标罪!

于
!66%

年
$

月
#

日经河南省民权

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于同年
$

月
&

日被执行逮捕"

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唐

光#王新建#郑红伟都曾因犯罪受

过两次以上的刑事处罚" 自
!666

年以来!他们不但不思悔改!还变

本加厉!

$

人纠合在一起! 在民权

县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及影响力!

逐步形成了以
$

人为组织者和领

导者!以耿海宽#郑红杰#吕忠祥#

赵志双#白怀领#蒋卫东为成员的

较为固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

利用其恶势力的影响或以暴力相

威胁或用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

大肆进行非法敛财!具有一定的经

济实力"唐光等人通过这一系列违

法犯罪行为!逐渐确立了其恶势力

在当地的重大影响!在其黑恶势力

影响范围内!已对群众形成心理强

制!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

响"

一审法院认为! 被告人唐光#

王新建#郑红伟的行为均已构成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告

人耿海宽 #郑红杰 #吕忠祥 #赵志

双#白怀领#蒋卫东的行为均已构

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一审宣判后! 被告人唐光#王

新建#郑红杰#耿海宽#吕忠祥#高

世勇等人不服!提出上诉" 唐光上

诉的主要理由为( 不构成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

敲诈勒索罪#串通投标罪*对于聚

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其不是首要分

子!量刑重" 其他各上诉人的辩护

人的辩护意见与唐光等人的上诉

意见相同"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认

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判程序

合法!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民权&黑老大'终审被判 *#年

信阳郑继刚黑社会性质团伙案宣判

!" &'()*+ #! ,-./

唐
光
等
被
告
人
出
庭
受
审

!

安报记者 陈建章 通讯员 金钟

相关

新闻

随着
+'

页的刑事判决书宣读

完毕!一个以郑继刚为首#骨干分子

达
'6

余人的涉黑团伙的累累罪行

昭然于天下"近日!该团伙主要成员

分别被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

寻衅滋事罪和强迫交易罪"

&发家'

""

暴力敛财

提起郑继刚! 在信阳市及周边

城区几乎无人不知其$黑%!不晓其

$狠%"

'55%

年以来!郑继刚纠集信阳

市区及周边地区无业人员胡信昌#

郝长城等人!插手煤炭行业!强行收

费!强行罚款!垄断经营!并利用其

黑恶名声!对房地产市场强行占股!

插手民事纠纷!强行敛财"

!66'

年
5

月!无经营资格的$信

阳市民用煤股份合作公司% 负责人

李军锋在因经营不善苦恼时! 偶知

郑继刚$大名%!便$慕名拜访%!聘请

郑继刚为其公司副经理! 并将公司

粉碎配送中心承包给郑继刚! 由郑

向其公司及河区煤炭执法队上交

承包费"为达到垄断经营的目的!刚

刚$走马上任%的郑继刚率领手下召

集煤炭中介户开会"会上!郑继刚要

求所有煤炭中介户今后必须将原煤

送到粉碎配送中心集中粉碎! 各煤

场经营户必须从粉碎配送中心购买

粉碎煤!如有违反!就没收原煤并处

以高额罚款" 郑还迫使煤场经营户

向其交纳保证金"

很快!郑继刚团伙$羽翼丰满%!

$发展壮大%了"

此后!郑继刚决定做一番大$事

业%!他便纠集郝长城#胡信昌#晏玉

强#王勇等人!成立了$信阳市大宇

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自任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从此这个涉黑团伙

便打着大宇公司的幌子! 在蔬菜行

业欺行霸市!操纵市场!以追求最大

限度的经济利益"

据公安机关侦查及公诉机关的举

证! 郑继刚黑社会性质团伙一贯寻衅

滋事!打架斗殴"他们视别人的生命如

同草芥!张口即骂!抬手就打!挥刀便

砍!完全不在乎后果"近
'6

年来!不知

有多少无辜百姓因一星半点的小事惨

遭他们的毒手"一时间!市民谈$郑%色

变"

'55%

年
'6

月的一天! 郑继刚与

雷俊峰在信阳市文化宫因一点小事与

人发生争执! 竟将一名路过的无辜市

民打致轻伤"

!66!

年
%

月
&

日夜!在$时代广

场% 的迪厅里! 郑继刚遇见了与他有

$过节%的李某" 郑当即指使孙建等人

将李某暴打一顿! 并抢走李某手机一

部#金项链一条!致使李某轻伤"

因不愿意到郑继刚的大宇市场经

营!蔬菜经营户余老板便$得罪%了郑继

刚!郑决定给余某点颜色看看"

!66#

年

#

月!郑继刚让胡信昌雇凶手教训余老

板!胡信昌便找到刘保钢&驻马店市人!

属郑继刚团伙成员'等打手!怀揣钢管#

砍刀等凶器将余老板打致轻伤"

为扰乱大宇公司的竞争对手大洋

蔬菜批发市场! 经郑继刚同意! 胡信

昌#晏玉强找到社会闲散人员郑孟群!

预付其
+666

元的$活动经费%!让其在

大洋市场寻衅滋事"

)) ))

害民
""

谈&郑'色变

除黑
""

悄举利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