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刘静 ）3月20日， 由长沙市芙蓉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某某等9人寻衅滋事
案，在芙蓉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至2017年， 被告
人李某某等9人为谋取不法利益，经常纠集在
一起， 多次在长沙市芙蓉区张公岭村有组织
地采用滋扰、纠缠、聚众等手段扰乱在建工地
正常施工秩序，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产，造
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系恶势力犯罪。

本案中9名被告人均系张公岭村村
民，为达到承揽围墙、围挡、门楼、土方等附
加工程谋取不法利益的目的， 多次纠集村

民数十人，对在张公岭村土地上施工的“丽
时”工地、“生态新城”工地进行阻工，分别
造成两工地停工多日，人员、机器损失共计
人民币6万余元。 其中，“生态新城”工地施
工现场负责人陈某因拒绝李某某等人的无
理要求，竟被李某某持刀砍伤。

检察机关认为， 李某某等人的行为已
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
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应当以寻衅滋
事罪定罪处罚。

经审理，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某
等9人寻衅滋事罪罪名成立，分别判处被告
人有期徒刑两年至三年四个月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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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3月25日， 省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检察机关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

批准逮捕涉黑涉恶案件
1759件4734人

会上，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印仕柏介
绍，截至今年3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
捕涉黑涉恶案件1759件4734人， 其中批
准逮捕涉黑案件190件423人、 涉恶案件
1569件4311人；共起诉涉黑案件28件332
人、涉恶案件838件3579人，共追捕涉黑涉
恶案件520人， 立案监督涉恶案件71件
207人，抗诉涉恶案件175人。

“湖南检察机关着力办理了一批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大案，形成了强
大震慑效应。”印仕柏举例说，比较典型的
案件包括常德市检察院办理的文烈宏涉
黑案，长沙市检察院办理的梁伦杰、王敏
珏等55人涉黑案，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办
理的邱士平为首的44人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抢劫、非法拘禁涉恶案，湘潭市检察院
办理的张议等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涉恶
案，衡阳市检察院办理的龙科等13人聚众
斗殴、寻衅滋事、开设赌场涉恶案等。

此外，全省检察机关坚决铲除威胁基
层政权安全的黑恶势力，严厉打击欺压百
姓的黑恶势力犯罪，共批捕把持基层政权
案件9件31人，起诉9件55人；批捕利用家
族势力横行乡里案件42件108人，起诉16

件102人。
形成打击黑恶势力的强大

合力
“为推进扫黑除恶斗争有力开展，省

检察院在指导、把关、督办、问责上下功
夫。 ”印仕柏说。

2018年3月，省检察院对14个市州院
和48个基层院进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
地调研督导；6月，省检察院分赴14个市州
院和28个重点基层院就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对照问题清单展开工作整改督查。 从
2018年11月26日起， 省检察院组织14个
调研组，分赴全省开展为期10天的专项调
研活动。 同时，省检察院建立了43名业务
骨干组成的扫黑除恶专家人才库，开通了
面向市县两级检察院的热线电话，及时准
确回应在专项斗争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共接受问题咨询并答疑30余件次。

“全省检察机关还加强与纪检监察、
公安机关、 审判机关等部门的紧密配合，
形成了打击黑恶势力的强大合力。 ”印仕
柏介绍，全省检察机关配合纪检监察机关
建立问题线索快速移送、反馈机制，深挖
彻查黑恶势力犯罪及其背后的腐败问题
和“保护伞”。 目前，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
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涉嫌“保护伞”的职务
犯罪35人，经审查认定为“保护伞”的已提
起公诉14人。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联合挂
牌督办五批36件涉黑恶犯罪案件， 目前，
挂牌督办案件审结提起公诉8件187人，依
法判决5件137人，最高被判处无期徒刑。

确保案件办理经得起法律
和历史检验

印仕柏说，全省检察机关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筑牢法治底线，强化证据意
识，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程序公
正等法律原则，既防止将符合涉黑涉恶条
件的案件当作一般案件提起公诉，又避免
将一般的刑事案件当作涉黑涉恶案件进
行认定。同时，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对
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积极参加者依法严
惩，对一般的参加者、未成年人等当宽则
宽，确保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2018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在办理涉
黑涉恶案件中共发现和纠正漏捕520人，
纠正漏罪341项，纠正漏诉240人，书面纠
正侦查活动违法114件； 对公安机关未以
涉黑恶案件移送，审结时认定为涉黑恶案
件的有256件， 对以涉恶移送的1272件
4921人进行审查，认为不能认定为涉恶的
有249件， 对部分案件因认定涉恶证据不
足的予以退回补充侦查；对涉黑涉恶案件
的判决和裁定共提出抗诉14件175人，确
保案件办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接下来，湖南检察机关将以更高的
政治自觉、更强的政治担当、更大的政治
责任， 咬定三年为期的工作目标不放松，
紧紧围绕涉黑涉恶重大案件及其后面的
关系网、‘保护伞’和经济基础，深挖彻查，
攻坚克难， 推动专项斗争不断深入发展，
不夺全胜，决不收兵。 ”印仕柏说。

� � � �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周慕铭 )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检察
院近日对杨某等5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涉嫌
强迫交易案依法提起公诉。

经查，2017年2月至2018年9月间，杨
某、卜某等5人明确分工，在资阳区4个小区
附近流动蹲点，采取威胁、劝诱、阻拦、藏匿
搬运工具、堵住电梯大门等手段，强行阻止

搬运工人正常搬运装修材料， 并强迫他们
放弃搬运任务， 逼迫工人将业务转让给和
自己合伙的搬运工， 以收取高于市场价的
搬运费；遇到个别受害人反对激烈，杨某等
人对其拳打脚踢， 以武力迫使受害人退出
业务。该犯罪集团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强揽
业务， 扰乱市场秩序， 实施违法行为近20
次。

� � �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
（欧阳倩 熊其雨 王平 ）
通过微信、QQ网络聊天
等方式，一犯罪集团以谈
恋爱、 介绍工作为由，将
外省人员骗至长沙，随后
限制其人身自由，要求其
购买相关产品，逼迫交出
身上财物……近日，该犯
罪集团被定性为“恶势力
犯罪集团”， 由长沙市雨
花区人民检察院向长沙
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依法
提起公诉。

自2018年起，王某等
5人以雨花区高桥街道高
福星小区某间房为窝点，
以“天津天狮公司”的名
义组建传销组织，实施恶
势力团伙犯罪。 经查，该
犯罪集团内部分工明确，
由“经理”“主任”“老板”
等层级构成，新来的人员
“入伙”后，均需花费2800
元购买“香妃丽人”等产
品，才能加入该集团。 当
受害人来到传销窝点后，
便被限制人身自由。在受
害人不同意购买产品的

情况下，团伙成员采取殴打、威胁等方
式，强迫受害人交出随身财物，以及银
行卡、支付宝、微信等支付密码。

经查，该犯罪集团使用暴力、威胁
或者其他手段， 共在高福星小区实施
抢劫3次，非法拘禁3人，涉案金额7万
余元。 雨花区人民法院表示，5名被告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
方法抢劫他人财物， 其行为均已构成
抢劫罪。 根据查明事实以及所起作用
和社会影响，依法判决认定王某等5人
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判处四年至十
一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相应罚
金。

� � � �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 （通讯员 夏训武
熊偲婧 记者 杨军 ）一对离散30余年的母子，
在南县、桃江两县众多志愿者的帮助下团圆。3
月21日，正在桃江县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71岁
老人刘国英说，感谢志愿者帮她了却了多年来
的一桩心愿。

3月11日中午， 南县红十字精神病医院志
愿服务队负责人邓燕， 接到她朋友桃江志愿
者钟娃求助信息。 原来桃江县一位叫刘国英
的老人重病住院， 她请求志愿者帮她完成一
个心愿———找到30多年前留在南县的一对儿
女。 刘国英年轻时从桃江县嫁到南县，后来因
家里经济条件差，加之夫妻感情不和，家庭琐
事引发的争吵不断， 于上世纪80年代初娘家
人便把她接回桃江再也没回南县， 有智障的
孩子留在南县。 因当年通信不发达，刘国英又
不识字，她与孩子之间断了联系。 现在病情日

益加重的刘国英只希望志愿者能帮她见到孩
子最后一面。

因年纪大且重病缠身，刘国英只能提供当
年是嫁到南县北河口乡上洲村这一信息。北河
口乡早已因乡镇合并而并入了现在的麻河口
镇。于是邓燕和南县红十字志愿者们兵分两路
寻亲。 一路人马联系上麻河口镇的志愿服务
队， 志愿者向洁通过走访年纪较大的村民，以
及到镇派出所查找等寻找线索；另一路通过县
残联寻找相关线索。 经多方信息比对，终于找
到了刘国英老人的45岁儿子谢金榜，遗憾的是
老人女儿的户籍记录已无法找到。

3月13日，在志愿者帮助下，刘国英老人和
儿子通过视频取得了联系。3月14日，谢金榜在
亲戚的陪伴下来到桃江县。30多年后再次见到
自己的妈妈，谢金榜趴在刘国英的病床前失声
痛哭。

� � � �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 （通讯员 杨锐
梁宣 记者 雷鸿涛）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近日裁定驳回杨通刚等人的上诉，维持会
同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对杨通刚等12人
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拘役六个月至有
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 至此，一
个流窜于湘黔边境开设赌场的恶势力犯
罪团伙，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期间， 贵州省
天柱县白市镇人杨通刚、湖南会同县金子岩
侗族苗族乡人蒋昌贵等人纠集多人在湖南、

贵州两省交界地段———会同县炮团侗族苗
族乡岩头坪村、蒲稳乡大罗田村境内数次开
设流动赌场，人数多的时候参赌人员达60至
70人。 该团伙有联系参赌人员的、有现场放
哨的、有给参赌人员放贷的。 其开设流动赌
场聚众赌博，次数多、参赌人员多、抽水渔利
金额大，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2018年10月30日，会同县人民法院将
该案作为该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首起
“涉恶”案件进行审理，认定其为恶势力犯
罪团伙，并依法作出了如上判决。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李濯

3月20日，艳阳高照，邵阳监狱举办了“拥
抱新时代·唱响主旋律” 爱国主义歌曲演唱比
赛暨亲情帮教、监狱开放日等系列活动。 监区
内，欢快的锣鼓、嘹亮的歌声、挥舞的国旗，构
成一道别样的“风景”。

上午，随着“咚咚咚，咚咚咚……”的锣鼓
声敲响， 一支由50多名服刑人员组成的腰鼓
队迎面而来，整齐的队伍、娴熟的动作、雄浑的
气势，让前来参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亲
属代表顿感耳目一新，博得了大家阵阵掌声。

接着，记者跟随参观人员来到了四监区宿
舍区，但见走廊和宿舍内部窗明几净，床上被
褥、生活用品摆设得整整齐齐。“哟，这里还有
图书室、电视机，像一所学校呀，真希望他能好
好改造。 ”服刑人员汤某的妻子在参观后感慨
地说。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
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一曲悦耳动
听的歌声在监区上空骤然响起，立即吸引了记
者的目光。 只见监区中心的大操场上，1000余
名服刑人员正在表演手语操《我和我的祖国》，
动作整齐划一，场面十分壮观。

在热烈的气氛中，“拥抱新时代·唱响
主旋律”服刑人员爱国主义歌曲演唱比赛
拉开了帷幕，来自各监区的14支代表队依
次登台亮相。《走进新时代》《保卫黄河》
《歌唱祖国》 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爱国主
义歌曲纷纷唱响。 台上参赛队员精神饱
满、歌声嘹亮，台下服刑人员挥动红旗，现
场气氛高潮迭起。 最终，一监区一分监区
代表队以歌曲《国家》夺冠。

现场还举行了“中国图书馆流动图书

站·邵阳监狱分站”授牌仪式。该站投入使用后，
将为服刑人员获取文化知识提供更好的平台。

此次活动中，邵阳监狱还安排服刑人员为
亲属洗脚，与亲属在食堂包饺子会餐，同时还
资助汤某等4户特困服刑人员家庭， 每户获
2000元“爱心帮扶金”。

近年来，邵阳监狱深耕以政治改造为统领
的监管、教育、文化、劳动“五大改造”特色。 在
文化改造方面，邵阳监狱守正创新，帮助服刑
人员树立正确的“三观”，积极引进社会资源，
与邵阳市文旅广体局联合开展“文化进高墙，
知识促改造”监狱开放日活动，建立了读书、象
棋、茶艺、乐队等8个“一区一品”兴趣小组，成
立了具有宝庆文化特色的服刑人员腰鼓队和
宣传队，同时开展大合唱、演讲比赛等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

邵阳监狱党委书记、 监狱长贺爱国说，举
办此次系列活动，旨在举监狱、社会、家庭之
力，共同构建社会帮扶、亲情帮教的长效机制，
促使服刑人员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改造；同时,
让服刑人员家属了解新时代监狱的“改造”特
色，消除片面看法，积极支持配合监狱教育改
造工作。

高墙内的别样“风景”
邵阳监狱举办“拥抱新时代·唱响主旋律”系列教育活动

两县志愿者联手寻亲
离散30多年母子团圆

高压严打 依法严惩
省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

益阳对一强迫交易恶势力犯罪集团
提起公诉

会同打掉流窜湘黔边境的赌博团伙

9名“村霸” 恶意阻工获刑

� � � � 3月21日，益阳市资阳区三益小学，老师在和学生交流思想。 连
日来，该校组织教师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积极探讨思政课的创新教
学。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宋铁山 摄影报道

创新思政教学

扫黑除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