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 共青团湖南省委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
员 燕岩山 文左龙）今天，常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文烈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一审公
开宣判。文烈宏身涉15宗罪，数罪并罚，被判
处无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文烈宏自2002年
开始，在长沙市内各大宾馆开设赌场，组织他
人参赌从中抽头渔利，向他人发放高利贷，逐
渐积累了巨额财富。2005年至2009年， 文烈
宏先后招募佘彬、龚浩、易辉跃、郭卓等人为
其暴力收账，其中佘彬、龚浩均带有多名无业
人员。2010年2月， 文烈宏在姚跃建议下成立
宏大典当行，以公司名义高利放贷。自此,以高
利放贷、开设赌场、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
为主业，以文烈宏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得以形成。2011年，被告人舒开得到
文烈宏的信任以后， 招募胡高生等一批外地
无业人员加入该黑社会性质组织， 进而使该
黑社会性质组织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法院审理查明，该犯罪组织人数众多，结
构严密，层级分明，分工明确。其中，文烈宏为

组织者、领导者；舒开、佘彬、龚浩为骨干成
员；刘初平、王峰、姚跃、易辉跃、文雅为积极
参加者；陈致富、胡高生、张祥伟、黄泽孟、郭
卓、周玉明、陈剑林、舒云、舒浩、刘祥雄、万
钢、文思文、汤宇、周闻天、齐宁波、罗德新等
16人为其他参加者。 该犯罪组织通过放高利
贷、开设赌场抽头渔利、使用欺诈手段赌博等
方式，攫取巨额利益。至案发，该犯罪组织被
扣押、查封的现金及财物折款高达12亿余元。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非法攫取的财富为组
织成员购买作案工具， 发放工资奖金、“封口
费”，提供住房、旅游等，以支持该犯罪组织的
生存、发展和壮大；该犯罪组织和组织内成员
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及违法行为共84起， 为收
回高利贷、赌资等不法利益，以暴力和暴力相
威胁为主要手段，大肆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
事、非法拘禁、聚众斗殴、强迫交易、敲诈勒索
等违法犯罪行为，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
社会危害十分严重；该犯罪组织通过拉拢、贿
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包庇或纵容，称霸一方，致使多家民营企业

停业倒闭，引发多起群体性事件，甚至导致一
名银行负责人自杀身亡， 严重破坏了有关地
区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法院认为， 被告人文烈宏作为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不仅应当对其直接参
与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依法还应
当按照其组织、 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
的全部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文烈宏直接
参与或组织、策划、指使组织成员实施的违法
犯罪活动多达40余起。文烈宏犯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行贿罪，敲诈勒索
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聚
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脱逃罪，故意
伤害罪， 破坏生产经营罪， 非法占用农用地
罪，妨害作证罪等15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
产。

被告人舒开、佘彬、龚浩系骨干成员，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13年、11年，剥夺4至
2年不等的政治权利， 并处没收全部财产。其
他21名被告人相关案件将依次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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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
员 曾妍）最近，最高法院就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关于湖南省基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案件
集中管辖改革方案的请示作出批复， 同意湖
南法院开展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

根据最高法院批复，株洲、湘潭、邵阳、岳
阳、常德、张家界、娄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永州、益阳、郴州11个市州综合办案条件、
审判力量、地理位置、方便诉讼等因素，采取
确定两个基层法院集中管辖一审行政案件。
长沙、衡阳、怀化3市基层法院一审行政案件
由辖区内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 湖南高院
近期将出台全省基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案件
管辖改革实施方案， 并成立行政诉讼案件集
中管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对相关工作作出
部署和安排。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解决跨区划
集中管辖后群众诉讼路途远的问题， 省高院

将督促指导管辖法院采取允许原告在集中管
辖法院中选择管辖、网上立案、巡回立案、巡
回审判、远程视频开庭等方式，以减轻当事人
诉累。对审结的案件，按方便当事人诉讼的原
则，由集中管辖法院在本院或属地法院宣判。
同时，明确行政审判管理模式，通过科学确定
案件评查、 绩效通报方式， 积极开展实地调
研、业务培训、个案指导、发布典型案例等形
式， 切实提升集中管辖法院行政审判工作质
效和法官专业化水平。

2015年，湖南高院先后在郴州、永州、益
阳开展基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相对集中
管辖改革试点，在优化司法环境、整合司法资
源、提高审判质量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以郴
州市为例， 该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
案件增长率超过60%，审限内结案率达100%，
一审服判息诉率从2016年的45.49%上升至
2018年的80.77%，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率从改革前的12%上升至2018年的65%。

■相关链接
集中管辖有利于
统一司法标准

行政诉讼管辖改革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
制度、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
以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在现行
法律框架下实现司法审判区域与行政管理区
域的有限分离， 使行政审判制度及时有效化
解行政争议、 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功能
得以正常发挥， 有利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
面落实， 有利于回应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司法
诉求，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也有利于改
善行政审判司法环境、统一司法标准、促进司
法公正。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曾丹

名片
� � � � 蒋倩，女，1991年出生，四级肢体残疾
人，艺术设计学士，淘宝公司最高级别、最
高待遇的客服员工。 荣获娄底市阳光致富
带头人、涟源市阳光致富带头人称号。

� � � �故事
� � � � 2018年，蒋倩收获了淘宝公司“江湖
少侠”的称号。这是公司最高级别、最高待
遇的客服员工。

出生在涟源市安平镇晚房村的“江湖
少侠”， 成长经历却非常坎坷。6个月大时，
蒋倩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双腿无法站立，经
手术治好了一条腿， 另一条腿却永远无法
恢复正常。199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沈
阳航空航天学院， 毕业后获得了环境艺术
设计系学士学位。因为身体原因，前来学院
招聘的单位都婉言谢绝了她的求职请求。

在舅舅的介绍下， 蒋倩来到广州一家
珠宝公司实习，转行学做珠宝设计。由于之
前有手绘的功底， 她的设计图纸画得很不
错，老板很满意。2014年，因回家乡结婚生
子，她放弃了工作机会。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2015
年夏天， 蒋倩的公公遭遇严重车祸后无法
生活自理，2年后婆婆又查出患有肺癌，在
长沙做了肿瘤切除手术， 花光了家里所有
积蓄。蒋倩也偷偷哭过，但是哭过后，她暗
地发誓要努力改变生活窘境。

蒋倩想到了网络， 她注册了两家淘宝
店， 经营女装。 但因为货源问题无法解决
好，几个月后订单越来越少，而且退货矛盾
多，网店创业宣告失败。一次偶然的机会，
蒋倩参加娄底市第一届残疾人淘宝云客
服培训班，在株洲培训10天后，正式报名
成为淘宝云客服。

加入云客服后， 蒋倩每天将不懂的业
务记录下来，下班后就向同事探讨请教。很

快，她的业务能力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月工
资稳定在2000至3000元。2018年天猫双11
大促活动期间， 她还被聘为天猫工具部门
“长老”，在她的带领下，部门很多新同事都
已独当一面。2018年3月， 她的云客服账号
已经是最高的“江湖少侠”级别，拥有高达
95.74%的服务满意度，日均300元的收入。

蒋倩并不满足于此， 她要带领涟源残
疾青年群体一起飞。 这些残疾人大多学历
不高，但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蒋倩建微信群
告诉他们处理图片，上传商品，这些残疾人
慢慢有了自己的收入。

2017年，她还接手58同城蓝田街道办
公处负责人的职务。“我喜欢这个公益性的
平台，通过平台不仅能为商家做推广，我们
还帮许多同城人找到了丢失的老人孩子、
钱包。”蒋倩说。现在她还是涟源市阳光家
园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一名公益教师。只
要有时间， 她就会预约去给残疾人免费上
课。她亲切友好的形象成为这个“残疾人之
家”一张靓丽的名片。

面对未来，蒋倩相信通过与命运搏击，
一定能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让生活绽放
更多绚丽花朵。 她还参加了湖南省残疾人
职业岗位技能竞赛的茶艺比赛， 最后拿到
全省第8名的好成绩。如今，蒋倩又掌握了
刻瓷技术，并积极参加教师资格培训。

湖南法院司改又放“大招”

全省一审行政案件将集中管辖

文烈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一审宣判

文烈宏被判处无期徒刑

2017年3月30日19时许， 犯罪嫌疑人谭
某因家庭纠纷，将岳母、妻嫂作为人质劫持
在房内，而谭某身捆一圈黑火药，手夹点燃
的香烟，摆出要随时引爆火药的架势。接警
后，沈学军率警力火速赶赴现场。

现场周围房屋密集，住着100多名村民。
除犯罪嫌疑人身上的炸药外，室外的汽车上
还有200多公斤爆炸物，一旦引爆，后果不堪

设想。
警方一边疏散群众， 一边以劝导为主的方

式解救人质，同时组织狙击手布岗待命。
情况一直僵持着，直到次日15时左右，谭

某情绪突然狂躁，扬言要引爆火药，情况十分
危急！沈学军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决定与谭某
近距离进行劝导。谭某情绪一度平和，释放了
两名人质，并要求沈学军护送他离开现场，沈

学军答应了。为了让谭某解除身上的爆炸物，
沈学军与同事再度对其进行劝导。

但是，情绪已经失控的谭某突然点燃引
线引爆自杀， 沈学军和李文平等3人被炸受
伤。沈学军的头部、面部点状烧炸伤多达200
余处，左眼球角膜穿通伤，右眼球结膜破裂
伤。为表彰其英雄壮举，省公安厅为沈学军
记一等功。 漫画\刘谦 方勇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哲）长沙公安交警部门近期侦办
的假牌套牌案件中， 发现多起假牌照都是
通过网上购买、快递送达获得。1月15日，长
沙公安交警会同长沙市邮政局，约谈中通、
圆通、顺丰、天天等快递物流企业负责人，
督促快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加强寄递物
品监管，切断网购假牌照流通环节。

约谈会上，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
序科民警通报了近期查获的5起网购假牌
照案件，展示了查获的牌照和快递单号，并

公布了涉事快递企业寄递情况。
公安交警和邮政部门在约谈时， 要求相

关快递企业严把源头关，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把好开箱验货、实名认证、安全检查3个环节，
堵住管理漏洞。 如发现违规收寄禁止寄递的
物品，或者未按规定收寄限制寄递的物品，邮
政管理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罚。 快递企业和快
递人员发现寄递假牌照的违法行为， 要及时
向邮政管理部门和交警部门报告， 对于查证
属实的，长沙交警将依据《湖南省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给予奖励。

·湖南公安英雄故事漫画

沈
学
军
勇
劝
亡
命
徒� � � � 沈学军，中共党员，1970年

出生，1990年从警，现任浏阳市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方勇 画

与命运搏击的
“江湖少侠”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记者 沙兆华）《湖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制度的实施意见》 于2018年10月起全面实
施，省残联、省发改委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
的《湖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操作办
法》也于2018年12月实施。近日，省残联举行
培训班，就《操作办法》进行详细解读。

为优先实现残疾儿童“人人享有康复
服务” 目标， 使残疾儿童顺利跨越残疾障
碍，健康成长，从2018年10月起，我省启动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 对象为0-6岁符
合救助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
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 包括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残
疾儿童和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残疾儿
童；残疾孤儿、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的残
疾儿童，及其他经济困难家庭的残疾儿童。

《操作办法》对救助标准进行了细化，
规定对视力残疾儿童将免费适配助视器，
助视器救助标准为平均每人每次1000元，

并在康复机构训练1次，时间不少于1个月，
救助标准为每人1000元。

对听力残疾儿童免费配发助听器，救
助标准每人每次6000元。听力、言语、智力、
肢体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在康复机构接
受听觉言语功能训练，运动、认知、沟通及适
应性训练， 康复训练救助时间每年不超过
10个月，救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

对肢体残疾儿童适配假肢， 平均每人每
次救助1万元；适配矫形器的平均每人每次救
助5000元；适配轮椅、坐姿椅、站立架、助行器
等辅助器具的平均每人每次救助1500元。

听力残疾儿童确需植入人工耳蜗的每
人一次性救助7.5万元，肢体残疾儿童实施
矫治手术的，平均每人每次救助1.8万元。

据介绍，根据《操作办法》，结合实际情
况和残疾儿童的康复需求， 残疾儿童监护
人可跨市州、 跨省市区自主选择定点康复
机构， 但须经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残联审核
同意，救助标准为户籍所在地制定的标准。

我省出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细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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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交警查处5起网购假牌照案件
约谈快递企业切断网购假牌照流通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