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武汉 2月 20 日电
（记者 侯文坤）“东西拿出来！
搁这儿！”眼见乘客手机被扒窃
嫌疑人顺手牵羊，公交车司机
几声大喝，令嫌疑人乖乖交出
手机，帮乘客挽回了损失。这
满满正能量的一幕发生在湖北
襄阳，这位正义
感“爆棚”的公交
车司机叫张桥。

根据公交车
上的监控录像显
示，14 日中午 1 时 30 分许，湖
北省襄阳市，一辆 16 路公交车
停靠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站台，
公交司机张桥坐在驾驶室等
待乘客陆续上车。这时，张桥
发现车外一名中年男子尾随
在一位抱小孩准备上车的女
乘客身后，一只手悄悄伸进女
乘客衣服口袋里，盗取出一部
手机。而女乘客对整个偷窃
过程浑然不觉，已经刷卡上车，
准备入座。就在男子准备逃离
现场时，张桥指着他，大声喝

道：“嘿！干什么呢？搁这儿，
搁这儿，东西拿出来！”

录像中，嫌疑人明显被这
一声吼吓蒙了，愣在原地，但并
没有交出手机。张桥立刻站了
起来，接着吼道：“东西拿出
来！搁这儿！”此时，嫌疑人被

张桥的怒吼吓到，乖乖交出手
机，灰溜溜跑掉。

正义感“爆棚”的张桥赢得
网友频频点赞：“满满的正能
量，给最牛公交司机点赞，你是
最棒的，也是最帅的！”“这一句

‘搁这儿’我给满分”“弘扬正能
量，学习好榜样”……

1987年出生的张桥开公交
车时间不短，跑 16 路车这条线
路9年了，生活中的他其实比较
腼腆。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见
义勇为，期间也制止过类似的

情况。
张桥告诉记者，因为工作

的原因，他对乘客的言行举止
会比较敏感，尤其对一些眼神、
动作异常的乘客会更加提高警
惕。“那个妇女抱着小孩来赶车
的过程中，我就看后面那人猫

着腰跟了
有一段路
了 ，还 向
妇女口袋
伸手掏东

西。”张桥说。
事后，襄阳市公交集团向

警方报了案。18日，襄阳市樊
城区警方已将被喝退的扒窃嫌
疑人张某抓获。经审讯，张某
对扒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张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当时就没想过事后会不
会遭报复，害怕就不会大声
制止了。”张桥也坚信，任何
碰到类似情况的人，都会挺
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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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2月20日电 交通违法记分每分卖六七十元，最多时一天能销
上千分，月入两三万元……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当前买卖交通违法记分已形成一
条地下“黑色产业链”，买卖各环节分工明确，中介“分虫”作案手段隐蔽，而且“套
路”很深。专家认为，除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外，需完善联合惩戒机制，从源头上铲
除非法销分牟利滋生的“土壤”。

每天最高销千分 月入两三万元
去年以来，济南交警部门连续接到多起市民报警，反映身份证丢失后被他人

冒用，无故被扣交通违法记分。经过缜密侦查，济南警方抓获40多名买卖交通
违法记分的“分虫”，由此揭开了这条“黑色产业链”。

随着私家车数量的持续快速增长，一些司机由于一年内违章次数较多，自己
驾照记分不够扣，由此催生了交通违法记分非法买卖现象。其中，低价买分、高
价卖分的“分虫”，成为这条产业链上的关键。

专门负责办理涉车违法犯罪案件的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9.20”重案侦查
专班负责人毕垒告诉记者，“分虫”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分虫”，通过在现场
发放名片、网络或手机微信附近搜索功能，招揽“买分卖分”对象，然后利用他人
身份证在交通违法自助处理机上替人销分。通常，“分虫”买入价50元一分，卖
出价60元一分，赚取10元差价。

记者在58同城、淘宝等多个电商平台上搜索“交通违法处理”“车辆代缴罚
款”等关键词，能搜索到数百个相关“店铺”。一家“店铺”的李姓负责人表示：“70
元一分，只需提供行驶证照片，一小时就能办好。我们生意很好，不愁客源。”

另一种由普通“分虫”发展起来的高级“分虫”，手握大量资源，建立数十个微
信群，当有分需要处理时，在微信群里“批发”给其他普通“分虫”。

“专案组抓获了几名高级‘分虫’，最多一天能销上千分，只要在微信群里放
出消息，一两个小时就能销完。多的时候每月流水有四五十万元，利润达到两三
万元。”毕垒说。

三种模式“套路”深 作案手段隐蔽
记者调查发现，“分虫”销分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模式：
模式一：居民身份证和驾驶证遗失，被“分虫”冒用销分。“分虫”会通过各种

渠道，广泛收集居民不慎遗失的身份证和驾驶证，然后用于在自助处理机上为他
人销分。

去年10月，济南市民刘先生遗失了身份证和驾驶证，第二个月他的证件就
被“分虫”冒用，驾照被扣了9分。

模式二：“卖分”者主动将个人身份证和驾驶证邮寄给“分虫”，卖分牟利。毕
垒告诉记者：“办案中发现，不少人有驾照但不开车，觉得驾照闲置太浪费，就把
驾照提供给‘分虫’卖分赚钱。”

去年12月，济南交警从抓获的两名“分虫”身上收缴出43张用于销分的身份
证，其中不少是卖家寄给“分虫”的。

模式三：“分虫”与个别“内鬼”共同作案。一些“分虫”通过贿赂个别有关工
作人员，在查询驾驶证信息、违规销分等方面获得便利。

2018年4月，广东省中山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在开展日常监
督中发现，一辆轿车在中山市公安局三角分局交警大队使用34个驾驶证处理该
车共90宗违法记录，310分违章扣分竟然在一个小时内被全部销掉。经查，6名
辅警利用职务之便，大量承接中介介绍的销分业务，窃用民警公安数字证书大肆
进行违规销分牟利。

为逃避警方查处，“分虫”的作案手段也很隐蔽。济南交警支队支队长曹凤
阳介绍，“分虫”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会通过网络发帖、移动支付等方式招揽

“买分卖分”对象，规避现场交易。被警方抓获的“分虫”张栎，在卖分过程中从不
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手持多个手机号也都在他人名下，注册绑定的微信号多达
20个，以达到隐匿身份的目的。

加大打击与联合惩戒 铲除“买分卖分”滋生“土壤”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认为，“买分卖分”行为不仅违反了国家相关

法律，而且削弱了交通违法记分对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的作用，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

铲除这一“黑色产业链”，加大打击是关键。过去，交警部门在办理“买分卖
分”案件时，常遇到查证难、立案难、拘留难等问题。2018年9月，济南市公安局
积极推进警务机制改革，授权济南市交警支队独立承办部分涉车类治安和刑事
案件。

曹凤阳介绍，济南交警在取得行政、刑事拘留案件处罚权后，成立由十余名
警力组成的重案侦查专班，积极运用大数据进行信息研判，提高了办案效率。例
如，利用大数据严密监测，锁定“分虫”及其重点活动场所，开展多次清理整治行
动，打击成果明显。

办案民警坦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16条规定，对于出
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卖分”者的追责较难实现。

专家建议，除对“买分”处理的交通违法记录一律重新处理外，可探索建立联
合惩戒机制，将多次“买分卖分”人员纳入诚信“黑名单”，使其在社会上处处受
限，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慑，从源头上消除违法销分滋生的“土壤”。

新华社海口 2月 20 日电
（记者 刘邓）海南省公安厅 20
日召开侦办黄鸿发犯罪团伙专
案新闻发布会，通报这起海南
建省以来涉案人数最多、牵扯
范围最广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案件的犯罪事实和侦办情
况。

海南省公安厅副厅长、省
扫黑办主任刘海志介绍，经过
琼海市公安局异地秘密侦查，
海南省公安厅于 2019 年 1 月 6
日晚抽调警力1210余人，车辆
300 余辆，分两批对黄鸿发黑
恶犯罪团伙开展集中统一收网
行动，一举抓获涉黑犯罪组织
团伙头目黄鸿发、黄鸿明及其
家族成员黄应祥、黄鸿金，团
伙骨干吴文、陆海涛等一批违
法犯罪嫌疑人，目前共计到案
179 人 （其中已批捕 132 人），
仍有54人在逃；现场扣押人民
币302.56万元、外币折合人民
币 38.25 万元、机动车 53 辆、
管制刀具 8 把、枪支 2 把以及
资金账本一批；冻结银行账户
资金11745.95万元；查封涉案
公司、个人名下房产 167 套、
土地 55 宗、林地 33 宗，经初
步估算价值在15亿元以上。

现已查明，该黑社会犯罪
组织是以黄鸿发家族成员为组

织、领导者，该组织制订有严
密的入会帮规及招募团伙成员的
固定程序，组织成员集中管理，
配备统一服装、缴纳社保、提供
集体食宿，定期组织紧急拉练。
黄鸿发家族自20世纪80年代末
开始在昌江地区活跃，通过开设

“地下赌场”、抢占“地盘”、收
“保护费”等非法手段敛财，使
家族的经济实力、社会势力在昌
江地区具备一定的影响力。90
年代中期开始豢养大量打手、马
仔，通过以暴力、威胁、滋扰等
手段，在地盘争夺、行业竞争等
方面强迫交易、暴力围标、持械
持枪、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
意毁坏财物，使家族社会影响力
和威望在昌江地区进一步提升，
昌江地区社会帮派陆续被黄鸿发
家族吞噬，家族社会地位和影响
力不断攀升。

2003年12月，黄鸿发家族
注册成立海南昌江鸿启实业有
限公司，开始涉足昌江地区的
矿产、砂石、运输等行业。
2005年12月，鸿启公司竞拍购
得破产企业叉河水泥厂，开始
进入水泥行业经营并赚取大量
资金，在家族社会势力的影响
下，黄鸿发家族控制掌握了大
量的社会资源，垄断该地区采
矿、运输、废品收购、果蔬批

发、餐具消毒、布草洗涤等行
业，为其家族产业奠定了坚实
的经济基础。2013年起，黄鸿
发家族开始以现代化企业管理
模式对所属产业进行身份转型
漂白，通过参股或直接参与经
营等方式，涉足昌江地区的矿
产、砂石、运输、混凝土、水
泥、房地产、典当、银行、娱
乐、餐饮、宾馆、废品收购、
农贸市场、河沙开采、市政工
程建设等行业，获取巨额经济
利益。

下一步，海南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将加强与市场
监督管理、审计、税务、银
监、证监和人民银行等部门的
协作配合，全面查清该犯罪组
织及成员的全部资产，依法查
处该犯罪组织及成员逃税漏
税、侵吞国有及集体财产等违
法犯罪行为，依法处置该犯罪
组织及成员通过违法犯罪手段
取得的涉案资产，彻底铲断其
经济基础。对黄鸿发犯罪团伙
产生、发展、壮大和公司化运
作等各个阶段和在各个领域起
到纵容、包庇等作用的“保护
伞”，及时与监委和检察机关对
接协调，进行立案侦查，顺线深
挖，依法打击处理。

新华社北京 2月 20 日电
（记者赵文君）我国快递业发展
迅猛，作为世界第一快递大国，
目前行业已经有 300 万名一线
员工，为开辟就业增收提供了
新渠道。

2015 年，快递员作为新职
业纳入我国新修订的职业分类
大典，标志着其职业身份在“国
家确定职业分类”上得以确立。

近日，国家邮政局对快递
员进行了生存现状调查，根据
对 31 个省份、6000 名快递员的
调查显示，80后、90后构成了快
递员队伍的主体。快递员群体
的整体年轻化，是快递基层工
作繁重的最直接体现。76.31%
的快递员来自农村，15.89%的

快递员来自县城，仅有 7.8%来
自城市。

“双 11”期间，快递员平均
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左右，最高
达 19 个小时，超过 80%的快递
员每天派件数量超过 200 件。
在这种劳动强度下，多数快递
员的月收入仍然在 5000 元以
下，尽管在“双 11”期间快递员
的收入普遍提高，但大部分也
不超过万元。

从职业感受看，35.8%的快
递员认为这份职业有前途，值
得干下去；43.35%认为还需要
干一段时间再说；20.85%明确
认为目前只是过渡，以后还会
跳槽。快递员的主要压力来自
多方面，包括工资福利低、客户

不理解、工作时间长、社会认同
感低、快件难送、升职难等。有
51.94%的快递员没上保险，上
保险的快递员主要以意外险为
主。

在家庭情况方面，66.15%
的快递员已成家，61%有儿女。
23%的快递员面临“子女留守”
难题，每3个月能见孩子一面的
只有31.7%，半年甚至一年才能
见孩子一面的占近70%。

电动三轮车是快递员的首
选交通工具，目前很难有替代
产品，在一线城市中，广州、北
京快递电动三轮车使用率较
高，分别为 87.2%和 84.42%；上
海主要派送工具为电动自行
车，使用率为70%。

买卖交通违法记分黑色产业链

公交车司机遇窃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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