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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8月13日电（记者汪军）公
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历时7个月侦破案件；检
察机关两次退侦，用7个月严密审查后提起
诉讼；审判机关在没有类似案件审理经验的
基础上，审理成功并作出判决。

2018 年 8 月，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人民
法院对冷林等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一案公开宣判。案件宣判后，没有
一名被告人提出上诉，这在贵州引发强烈反
响。受访人士认为，案件办理真正实现了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寻衅滋事牵出黑社会寻衅滋事牵出黑社会，，警方历时警方历时77个月侦破个月侦破

时间回到2016年冬，凤冈县何坝镇发生
一起表面看并不惊人的寻衅滋事案。12月5
日，何坝派出所接到一家车辆保养场报案称，
有十多名男子持械打砸车辆。就在警方联系
被打砸车辆使用人出面配合调查时，对方却迟
迟不肯露面。警方多次联系，对方始终推辞，
这就让一起寻衅滋事案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参与打砸的人比较多，关键是被打砸车
辆使用人总是找借口，不愿意出来见面，这就
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时任何坝派出所副所长
杨昌洪介绍。

经过深入摸排，警方发现被打砸车辆使
用人有犯罪前科。其车辆被多人持械打砸且
不肯露面，其中必有蹊跷。通过更进一步细
致的工作，警方敏锐发现了涉黑涉恶线索，于
是及时向上级报告。

遵义市公安局牵头成立了专案组，抽调
精干警力 32 人全力侦办这起案件。万忠健
作为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到凤冈县公安局挂
职的副局长，当时在专案组负责审讯攻坚。
他介绍，通过7个月的攻坚克难，查清了以冷
林为首的12人涉黑团伙违法犯罪事实，并形
成了证据链条。

“几名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最初一直不开
口，案件很难往下深入，尽管专案组成员废寝
忘食，但难度大、进展慢。”万忠健介绍。2017
年7月27日，终于将这起涉黑案移送至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专案组充分借助大数据，从一起普通案
件着手进行“数据导侦”，成功端掉了盘踞在
县城的涉黑组织。这是“打早打小”“小案串
大案”的典型案例。不仅如此，公安机关还顺
藤摸瓜打击恶势力犯罪和个别单案犯罪，共
抓获90人。

为依法办案，努力实现司法公正，专案组
采用异地用警、异地关押等措施。万忠健说，
异地用警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人情关系从中作
祟，异地关押可以防止串供。侦查阶段的精
细化，是办成“铁案”的关键。

两次退回侦查两次退回侦查，，合力办成合力办成““精品铁案精品铁案””

为了让案件诉得走、判得了，凤冈县人民
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组建了由3名员额制检
察官、4名检察辅助人员构成的办案团队，并
花7个月时间进行审查。

“要让被告人最终认罪认罚，达到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证据的审查
至关重要。”办案团队员额制检察官何天成
说，在他30多年的检察官生涯里，这起案件
卷宗最多，有129册。

开赌场放高利贷，逼受害人喝农药自杀，
让人脱光衣服在碎石上做俯卧撑，将他人非
法拘禁 30 个小时……这些经审理查明的犯
罪事实，从侦查到审查，一件一件累积构成。

冷林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当地“名声”很大。
如受害人王民（化名）所说，“他就是个亡命徒，
无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
审查起诉阶段，必须细致入微、精益求精。

这起涉黑案危害很大，正如记者采访时
听闻，“三岁娃儿都知道凤冈有个冷林”。办
案团队员额制检察官潘志贵介绍，公检法要
合力将案件办成“铁案”，首先必须过证据这
一关。案件移送之后，检察机关审查发现犯
罪事实不够清楚、证据不够确凿，于是前后两
次退回补充侦查，又补充了9卷证据。

这样一来，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
征、危害特征，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所有特
征，已经全部清晰梳理出来。

“光是审查报告，就写了 10 多万字。”潘
志贵说。在大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2018年
2 月，检察机关将这起涉黑案起诉至凤冈县
人民法院。为了在法庭上完成质量高、效果
好的答辩，办案团队加班加点制作 300 多页

答辩提纲。

77人合议庭公开审理人合议庭公开审理，，案件实现惩治教育效果案件实现惩治教育效果

2018年8月14日，凤冈县人民法院对冷
林等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一案公开宣判，分别判处12名被告人十六年
至一年十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出门放心，在家安心。”当地群众听说冷
林团伙被绳之以法，纷纷竖起大拇指向办案
机关点赞。个体户张文（化名）说，通过扫黑

除恶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大家过得清静了，
早出晚归放心大胆干事。

由3名员额制法官、4名人民陪审员、4名
辅助人员组成的审判团队，在没有类似案件
审理经验支撑的情况下，深感责任重大，顶着
巨大压力，成功办理了这起最高检、公安部督
办的案件。

案件审理完毕，闭庭的法槌敲响那一刻，
审判团队中怀孕的女法官李艳，险些倒在审
判台上。

“尽管付出很多努力、遇到很多困难，但
结果是多方满意的，被告人全部认罪，没有一
人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审判长张乾
武说。据了解，这起案件是贵州省为数不多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的涉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的案件。

贵州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法学博士李婷分
析认为，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均认罪服判，这
是公检法三机关规范执法、严格司法，在办案
过程中注重释法说理所实现的裁判效果。

新华社上海8月13日电（记者王辰阳）
上海市交通主管部门12日至13日首次联合
上海市通信管理部门，对“滴滴”“美团”“享
道”“首汽”等互联网出行平台开展执法检
查。据悉，执法部门仅7月已向滴滴出行和
美团出行分别开出累计550万元和147万元
的罚单。

13日上午，上海市交通主管部门和上海
市通信管理局的联合检查人员对滴滴出行
上海分公司进行检查。交通执法人员抽查
比对了上海市网约车监管平台的实时订单

数据和滴滴出行平台派单情况，检查平台是
否存在为无资质车辆派单的违法行为。通
信管理部门则对网约车平台的定级备案、符
合性评测、风险评估等情况开展检查，并调
查了解相关信息系统在上海属地的落地接
入情况。

联合检查组发现滴滴出行平台为不具
备营运资格的驾驶员或者车辆提供召车信
息服务，现场向滴滴出行上海分公司开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共罚款20万元。
据介绍，上海市交通执法部门7月累计对

滴滴、美团等14个平台共计检查21次，对平台
未完成清退平台内不合规车辆、未全量数据推
送等违法行为开出罚单114张。其中，滴滴出
行被罚550万元，美团出行被罚147万元。

记者从现场执法人员处获悉，针对各大
平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拒不整改或整改
不到位的情况，根据相关法规，上海市交通
执法部门将提请通信管理部门，根据执法检
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直至作出暂停发布、
下架APP或停止互联网服务、6个月内停止
联网、停机整顿处置等处罚。

新华社贵阳8月 13日电（记者汪军）
“江太国涉黑案的侦破，坚定了我们扫黑除
恶、净化环境的信心，12人最终被判刑，给黑
恶势力敲响了警钟。”回忆起从警生涯办理
的第一起涉黑案，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刑
侦大队副大队长卢疆至今还“燃”着那股兴
奋劲儿。

“打着‘律师追债’的幌子，通过非法拘
禁、故意伤害等手段聚敛钱财，既严重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又玷污了律师行业。”担任江
太国案一审审判长的云岩区人民法院法官
郑卫东说。

时间倒回至 2018 年初，一个普普通通
的日子。但对于卢疆来说，这并不是平平常
常的一天。大街上，看见有破旧面包车贴着

“律师追债”广告，卢疆和同事们便顺藤摸
瓜，到提供追债服务的公司开展实地调查。

这家公司名为猎狐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部，主要成员全部为四川省资阳籍。公司名
称和人员构成，足以引起警方怀疑。卢疆介
绍，案件是在日常工作中摸排发现的，没有
明确的举报人。

时值全国上下全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重要关头，警方下定决心将这一重大
线索查到底。他说，若是黑恶势力，一定彻
底扫除。

接触几名受害人之后，以江太国为首的
一个犯罪组织浮现出框架，其“经营”的服务
部存在暴力追债、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针

对这一重大涉黑线索，警方立即抽调精干警
力，成立“2·26”专案组。经过缜密侦查，警
方于2018年4月11日将以江太国为首的12
名涉黑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

2018 年 12 月 21 日，贵阳市云岩区人
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对被告人江太国等
12 名被告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
故意伤害罪进行公开宣判。主犯江太国
一审获刑十六年，其余被告人相应被判
刑。

45页共22164字的一审刑事判决书，记
录了江太国团伙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
故意伤害罪的种种犯罪事实。

被告人江太国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
2016年注册成立贵阳市南明区猎狐信息咨
询服务部替人非法讨债。服务部成立后，被
告人江太国先后招揽11名四川省资阳籍被
告人。在追讨债务时，江太国负责“谈判”，
其他人员从旁造势、围堵、辱骂。

为了起到打击、震慑、宣传等效果，法院
坚持从速办理，受理当天就将刑事起诉书送
达辩护人。另外，为了充分保障被告人权
利，案件实现了辩护律师全覆盖。

一审宣判后，12名被告人提出上诉。郑
卫东介绍，被告人对于法院判决的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均表示否认。

然而，基于已经查明的事实，贵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二审后认
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
罪准确，量刑适当，遂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的终审裁定。

案件审理后，云岩区人民法院向南明区
市场监管部门下达了法律意见书，要求对类
似的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公司加大监管力
度。“从案件审理中发现了行业监管漏洞，我
们及时发出司法建议函，对方很重视并及时
回函，表示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执法水平，
加强行业监管。”郑卫东说。

打着“律师追债”幌子干违法勾当，这种
现象值得警惕。从查明的事实来看，“猎狐”
服务部注册经营范围为商务信息服务、企业
形象策划、会议会展服务等，但该服务部自
成立以来，从事的是采用非法手段为他人追
债的业务。贵州省律师协会副会长、贵州黔
信律师事务所主任钟远人分析认为，这既影
响正常经济秩序，又玷污律师行业，理应受
到法律严惩。

法学专家认为，行业监管部门应对类似
咨询服务机构建立一套专门的识别、监管、
注销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对于服务需求方
来说，对大肆宣传“律师追债”的机构，一定
要认真甄别其从业资质，以免上当受骗，甚
或陷入新的案件纠纷。

受访人士提醒，在遇到经济纠纷时，最
好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合法渠道，找有职业资
格的律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 月 13 日，嘉宾观看
捐赠的瓷器。

当日，泮庐集团捐赠
“泰兴号”清代沉船瓷器
仪式在北京中国国家博
物馆举行。“泰兴号”沉船
为清代沉没的一艘中国
商船，船货以瓷器为主，
兼有少量紫砂陶器、石
器、金属器等。20世纪90
年代，该沉船被国外商业
团队打捞，出水文物在国
际市场拍卖出售。2018
年，泮庐集团从海外购回
了 10 万余件该沉船出水
瓷器。近日，经由福建省
德化县人民政府推介，泮
庐集团将其中40余类、共
190余件瓷器捐赠给中国
国家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一起涉黑案何以实现“无人上诉”

190190余件清代沉船瓷器入藏国博余件清代沉船瓷器入藏国博

上海重罚网约车平台违法行为

滴滴被罚550万元 美团被罚147万元

警惕警惕““律师追债律师追债””幌子背后的违法勾当幌子背后的违法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