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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警方捣毁一特大“套路贷”团伙

侦破诈骗、敲诈勒索等涉黑恶案件多宗，冻结查封涉案总资产逾1亿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通讯

员 杨力挽 ）

近日，市公安局举行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 在纵深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海珠警方持

续发力，于今年 1 月捣毁一个特大“套

路贷”涉黑团伙，侦破该团伙涉嫌“套

路贷”诈骗、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非法

拘禁、敲诈勒索等涉黑恶案件多宗，查

封、 冻结及扣押该团伙涉案总资产

1.058 亿元。

事主为还款被迫过户唯一房产

2018 年 11 月 5 日，海珠警方接到

辖区居民梁先生报警称，其在 2016 年

期间遇到资金周转问题， 向“广州市

银×公司”借款 16 万元。在随后的两年

时间内， 梁先生因无法偿还贷款及不

断产生的高额利息，被多次暴力催收，

并被该公司强迫以“转单平账”方式，

再向另外两家公司先后贷款“平贷”。

截至 2018 年 8 月，梁先生需向三家公

司偿还的贷款及利息累计高达 95 万

元。 无奈之下，他被迫将名下唯一的房

产过户给公司指定人员才还清债务。

接警后，海珠警方高度重视，迅速

成立了由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扫黑除

恶专业队为主力的专案组， 展开全面

调查。 根据事主反映的情况，专案组首

先对“广州市银 X 公司” 以及与其有

“转单平账”业务往来的“广州市瀚×公

司”“广州市豪××公司”展开调查：上述

三家公司分别是由陈某荣

（男，

34

岁）

、

陈某辉

（男，

61

岁）

和林某民

（男，

33

岁，均为广州市人）

注册成立。

三家公司对外均称提供业务咨询

和小额贷款， 但实际上却是借民间借

贷之名，巧立违约金、滞纳金、手续费

等名目，欺骗事主签订虚高借款合同，

再以各种手段导致事主违约， 短时间

内产生巨额欠款，无法偿还。 为迫使事

主偿还款，公司催收人员往往以殴打、

敲诈勒索、非法拘禁以及淋红油、淋粪

水、堵锁眼、撒冥币等各种暴力手段相

加。

“套路贷”涉黑团伙终落网覆灭

经警方侦查，这个以陈某荣、陈某

辉、林某民为首的“套路贷”涉黑恶团

伙浮出水面。 该团伙分别在越秀、海

珠、荔湾区注册成立公司，广发“小额

低息贷款”“手续简便”“快速放款”等

虚假广告，诱骗事主前来借款，最终落

入其设计的“套路贷”陷阱。 其中，以陈

某荣为首脑的团伙自称“

噺

村帮”，团

伙中有人专门负责做账， 一些前科人

员则专门负责通过各种暴力手段催

收。 该团伙平日经常出入广州市内各

类娱乐场所，大肆挥霍非法所得，寻衅

滋事。

今年 1 月 3 日清晨， 海珠警方在

市公安局统一指挥下， 联合市公安局

刑警、网警、特警等职能部门以及兄弟

单位，在广州、佛山、深圳三地同步实

施抓捕，将以陈某荣、陈某辉、林某民

为首的团伙成员悉数抓获。 行动中，警

方查获涉案电脑、 银行卡以及各类借

款合同、借据、房产证复印件等一批；

查封涉案房产 33 套；冻结涉案银行账

户 500 多个。 查封、冻结及扣押涉案资

产总计达 1.058 亿元。

经审查， 陈某荣等涉黑团伙成员

相继交代了其违法犯罪事实。 目前，主

要犯罪嫌疑人陈某荣等已被移送审查

起诉。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

贷款应选择

正规机构申办

警 方 提 醒 广 大 市

民， 贷款应选择到正规

贷款机构申办。 在民间

借贷中，如遇到“虚高借

款合同”、“阴阳合同”或

恶意垒高借款金额等以

上情况的，应立即报警。

海 珠 警 方 将 依 法 严 打

“套路贷”等涉黑恶违法

犯罪， 同时呼吁广大市

民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

恶线索。

举报电话：

110

。

“以赌养黑、以黑护赌”

涉黑犯罪团伙覆灭

施某兵等56人涉黑案开审，该

案被列为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通讯员

杨力挽）

5 月 6 日至 10 日， 被告人施某

兵等 56 人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

在广州市海珠区法院公开受审。 该案被

列为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

检察机关指控：2009 年开始， 被告

人施某兵吸收包括有违法犯罪前科的

闲散人员，通过开设地下赌场、放高利

贷进行敛财。 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施

某兵因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 刑满释放后，施某兵重操

旧业，通过扩大地下赌场规模、利用网

络进行六合彩赌博、放高利贷、暴力追

债等手段获取非法利益，逐步形成以其

为组织领导者、骨干成员固定、参与人

数众多、层级明确、管理严格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 该组织以赌养黑，以黑护赌，

先后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拘

禁、敲诈勒索、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一

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影响十分恶劣。

2017 年 8 月，经施某兵允许，该组

织骨干成员持枪、砍刀 ，冲入一赌场

并放枪以示警告，威逼对方按其要求

错开开赌时间。 公安机关在对该组织

实施抓捕的过程中，查获手枪、长枪、

气步枪、仿真手枪，以及子弹若干发。

庭审中， 法院依法进行了法庭调

查，控辩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并充分发

表了意见。 法庭对没有自行委托辩护人

的被告人， 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

师为其提供辩护，依法保障了被告人

各项诉讼权益。 案件将择期宣判。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5 月 14 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回

头看”广州工作汇报会召开。 中央扫黑

除恶第 16 督导组组长吴玉良讲话。 市

委书记张硕辅汇报广州落实中央扫黑

除恶督导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及全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要工作情况。 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何忠友出席。 市委副

书记、市长温国辉主持。

吴玉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是我们

打好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

安的根本遵循。 这次“回头看”，主要任

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进一步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

深化认识、 准确把握专项斗争的范围、

任务、方法、目的，压实扫黑除恶重大政

治责任，推进问题整改落实，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胜

利。 去年以来，广州市认真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有关要求，对照督导反

馈的问题清单， 扎实有效抓好整改落

实， 推动专项斗争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希望广州市以本次“回头看”为契机，持

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把握规律、

讲求方法，不断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

向深入，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张硕辅表示，广州市委、市政府深

刻认识到，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腐败

斗争向纵深推进、向基层延伸的重大战

略举措，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

筑牢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之策。 在中央

督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广州坚持把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与反腐败和“基层”拍蝇

结合起来，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不断取

得新实效。 下一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全

面落实好中央督导组“回头看”反馈意

见整改，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政策尺度，

深化标本兼治，继续深入扎实推进问题

整改工作，全力推进扫黑除恶重点培育

地市建设，进一步加大“打伞破网”工作

力度， 把我市扫黑除恶工作向纵深推

进，引领带动平安广州、法治广州建设，

努力把广州建设成为最安全稳定、最公

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城市，为广州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老城市新

活力、“四个出新出彩”提供有力保障。

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组部分成

员，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张庆宏，市领导

王世彤、谢晓丹、刘连生、潘建国、卢一

先、蔡朝林、余明永、杨江华，市法院院

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区、市局以上有

关单位及驻穗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回头看”

广州工作汇报会召开

吴玉良张硕辅讲话 何忠友出席 温国辉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