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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检察院通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截至5月14日———

检察机关起诉涉黑案件46件378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穗检宣）

昨日，广州市检察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通报广州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情况。 据介绍，自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批准逮

捕涉黑案件81件449人， 批准逮捕涉恶案

件489件1297人。其中针对“套路贷”犯罪，

已起诉案件30件145人。

共批捕涉黑案件81件449人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学东介绍，自中

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广州

市检察机关坚持有黑扫黑、 有恶除恶、有

乱治乱，对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坚决依

法快捕快诉。截至5月14日，全市检察机关

共批准逮捕涉黑案件81件449人， 提起公

诉46件378人， 提起公诉件数占比76.7%，

人数占比88.7%；共批准逮捕涉恶案件489

件1297人，提起公诉468件1477人，提起公

诉件数占比75.6%，人数占比75.9%。

2018年公安机关侦破的15个涉黑犯

罪团伙， 现已审查起诉12个犯罪团伙，其

中包括宋某虎等45人、施某兵等56人涉黑

案等一系列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件。

近一个月，全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涉黑案

件8件60人，涉恶案件22件129人，有力地

震慑了黑恶势力犯罪。

起诉“套路贷”案件30件145人

据介绍，全市检察机关重点打击把持

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

农村资源、 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以

及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的“村霸”

等黑恶势力， 现已起诉农村涉黑案件18

件、涉恶案件119件，其中包括李某林等34

人涉黑案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典型案件。

同时，针对涉黑恶犯罪领域逐渐从传

统领域向网络空间、 新兴领域延伸的特

点，通过调研、个案研究深入研判网络空

间、新兴领域“套路贷”、网络恶意差评、收

取网上保护费、虚假诉讼等新型涉黑涉恶

犯罪的新特点、新规律、新变化，提高防范

打击能力。 现已起诉“套路贷”案件30件

145人。

李学东说， 为了掩盖非法犯罪活动，

部分涉黑恶组织专门成立了所谓的“合

法”公司来从事非法活动，以公司等形式

出现的涉黑恶团伙呈上升趋势。如有的涉

黑团伙成立一些所谓的慈善基金会，企图

“洗白”非法所得，需要引起重视。

不是黑恶势力一个也不能凑数

李学东表示，全市检察机关严格贯彻

执行最高检检察长张军“是黑恶势力犯罪

的，一个也不放过；不是黑恶势力犯罪的，

一个也不能凑数”的要求，坚守实事求是、

依法依规的底线，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

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不枉不纵。

全市检察机关共不批准逮捕涉黑犯罪嫌

疑人36人、涉恶犯罪嫌疑人188人，不起诉

涉黑犯罪嫌疑人4人， 涉恶犯罪嫌疑人7

人。

办案过程中，广州检察机关还完善机

制，提供证人保障。市公、检、法、司在全国

率先联合出台《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

（试

行）

》，全市检察机关认真落实并适用保护

证人3件3人。 在庭审过程中加强证人保

护，让证人特别是受害人放心作证，杜绝

作证的后顾之忧。 如市院、天河区院采用

远程视频作证方式对证人予以保护，花都

区院通过公安专车接送、法院安排专属等

候区域与通道进入法庭， 对证人予以保

护。

典型案例

今年 3 月 27 日至 29 日，

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的吴某祥等 23 人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公开开

庭审理。

自 2013 年开始，以吴某祥

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为抢

夺地盘、 扩大影响力以攫取非

法利益， 在黄埔区赵溪村美食

街采取暴力、 恐吓等手段垄断

煤气和啤酒供应， 强迫美食街

的商户购买该组织提供的煤

气， 禁止美食街的商户自行销

售啤酒以及禁止食客自带啤

酒，多次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

事、强迫交易、伪造国家机关印

章、 非法持有枪支等违法犯罪

活动。为逃避公安机关查处，通

过给辅警贿送财物， 长期在赵

溪村开设赌场。 该组织通过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严

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 社会生

活秩序，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

响。

涉黑团伙垄断煤气和啤酒供应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曾令敏 李长达）

昨日， 记者从广东省公

安厅获悉， 去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共打掉黑社会性质

组织 130 多个、 恶势力犯罪集团 400 余

个，破涉黑恶案件一大批，刑拘涉黑恶犯

罪嫌疑人 6.94 万人，查冻涉案资产过百

亿，带动全省刑事警情、刑事立案分别同

比下降 10.5%和 9.5%。 广东省公安厅获

评 2018 年度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

进单位。

据了解， 广东公安机关通过深化严

打四个领域涉黑恶犯罪， 护航社会治安

大局持续稳定向好。 重点打击“套路贷”

“校园贷” 等新兴领域涉黑涉恶犯罪；把

打击锋芒始终对准严重侵害群众切身利

益的行霸市霸等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始

终将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

一方的“村霸” 作为打击工作的重中之

重；成功侦破了一批“以毒养黑、以黑护

黄、黑赌合流”的犯罪团伙，促进社会治

安持续好转。

黄埔海关首次截获

胎儿性别测试试剂盒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记者

昨日获悉，黄埔海关隶属萝岗海关近日

在进境快件物品中截获 1 批次来自澳

大利亚的胎儿性别测试试剂盒。 这是黄

埔海关首次截获该类物品。

据萝岗海关现场关员介绍，该关在

对一批来自澳大利亚的包裹进行查验

时发现有一件货物申报品名为“Maybe－

babay 测试棒”，经开包查验为胎儿性别

测试试剂盒 1 套，随附的使用说明书称

此试剂能在怀孕早期，通过孕妇尿液快

速鉴定出胎儿性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民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

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严禁利用超声技

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

胎儿性别鉴定，邮寄、携带的出入境特

殊物品，需提供《特殊物品审批单》，胎

儿性别测试试剂盒属于特殊物品，未经

审批不得入境。

海关提醒，目前“海淘”已经成为一

种新兴的网上购物模式，在给广大消费

者带来便利的同时，应当注意由于各个

国家的法律法规差异，消费者的普通购

买行为也有可能触犯我国的法律法规，

通过邮寄或旅客携带物品进境时，要谨

记相关的法律法规。

去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广东公安刑拘涉黑恶嫌犯6.94万人

今年 3 月， 根据中央督导组交

办线索，在省公安厅的指挥协调下，

东莞市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物业

管理行业的涉黑组织， 抓获李某丽

等犯罪嫌疑人 19 人， 侦破寻衅滋

事、故意伤害、故意毁坏财物、强迫

交易、诬告陷害、招摇撞骗等刑事案

件 14 起，查冻涉案资产 1700 万元。

据办案民警介绍， 东莞尚 X 物

业公司为牟取高额物管费、停车费、

房屋中介费和场地出租费用等，通

过对东莞 17 个镇

（街）

33 个中小型

住宅小区实施寻衅滋事、 强迫交易

等违法犯罪活动， 逼迫业主缴纳高

额服务管理费用， 私自动用维修基

金非法牟利。

“比如原来 1 元一平方的物业

费就私自涨价到 1.5 或 2 元一平

方，”民警说，有的业主因此去房管

局等部门维权。 为了打击报复维权

业主，该团伙竟然购买毒品，并将毒

品放在维权业主小车的车轮内壁，

或者是将毒品伪造成快递送到业主

家中，然后报警有人藏毒，借此来诬

陷维权业主。

记者了解到， 该团伙还通过喷

红漆、塞钥匙孔、停水停电、电话恐

吓、打砸轿车、写诬告材料、长期停

用高层电梯等方式打击报复、 栽赃

嫁祸维权业主。

黑“物业”买毒品诬陷业主藏毒

省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涉案物品。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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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11 日至 22 日、4

月 2 日至 3 日， 广州市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李某林、 李某亮等

34 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在广州市中院公开

开庭审理。

李某林自 1996 年至 2017

年， 先后担任原广州市白云区

均禾街罗岗村第十一经济合作

社社长、罗岗村村委书记、罗岗

村经济总公司顾问等职务。 期

间， 李某林依靠其家族兄弟李

福某、 李泰某等人人多势众的

势力，采取恐吓、殴打等暴力手

段，震慑本社干部、村民。 逐步

发展成为以李某林、 李某亮为

组织者、 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

该组织为了实现对罗岗村

辖区内大型工程项目的垄断，

达到侵吞罗岗村经济联合社集

体财产的目的， 有组织地在罗

岗村范围内实施故意伤害、寻

衅滋事、聚众斗殴、强迫交易、

敲诈勒索、开设赌场、聚众扰乱

交通秩序、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非法持有枪支、 职务侵占、盗

窃、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伪造国

家机关证件、印章等犯罪事实，

在当地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严重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经济、

社会秩序。

村干部称霸一方欺压群众被抓

2

扫黑除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