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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司机朋友都认为儿童多一两个没

事， 不算入载客的人数， 但其实这样也是

一个交通违法行为， 并且是一个很大的交

通隐患。 7 月 20 日 21 时 19 分， 太平高速

公路大队在京港澳高速公路北行厚街入口

发卡站执行定点查车任务时， 期间发现由

李某龙驾驶的湘 MB7**0 号小型轿车车上

人员较多， 经检查， 该车核载 5 人， 实际

载 8 人

（

4

名成年人，

4

名儿童）

。

经询问， 李章龙住在东莞市南城区，

当天陪同亲戚及小朋友到厚街镇汀山村游

玩后返回住处时被交警查获， 李某龙本人

表示被交警查获前一直以为机动车装载 120

厘米以下儿童是不计人数的， 经交警解释

后才知道小朋友也不能超载， 执勤民警对

其进行安全教育后， 对于本次交通违法行

为给罚款 200 元， 记分 6 分的处罚。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王梦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全小晴 袁小燕 任守庆

涉黑组织以高利贷为依托，恶意叠

加债务，非法暴力讨债，有高中生借款

3000 元赔上一套房……近日，东莞市中

级人民法院就终审判决了上述案件，依

法对钟浩波等 18 人涉黑案进行终审宣

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开设赌场罪、

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

等，数罪并罚，判处钟浩波有期徒刑二

十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上诉

人或原审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四年至一年三个月。

以高利贷为依托恶意叠加债务

今年 3 月份，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 下称 ：东莞二法院）

就对该案进行了审

理判决，东莞二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钟

浩波于 2014年投资成立浩大投资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浩大公司）

，还陆续成立其他

关联公司，逐渐组成了一个以钟浩波为

组织、领导者，人数众多、层级分明、具

有一定经济实力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组织以高利放贷为依托，通过套

路贷、签订高额利息、双倍或多倍本金

的借款合同、诱使他人参与网络赌博等

方式恶意叠加债务；有组织地通过淋红

油、张贴大头照、打砸门窗、拘禁威胁等

方式非法讨债，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

事、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取非

法利益， 严重破坏当地群众的正常生

活、工作秩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该组织“套路贷”多名高中生、大学

生，与其签订高额借贷合同。 被害学生

因无力归还借款，在极度恐惧中或被迫

辍学，或离家出走。

终审现场，东莞中院认为，钟浩波

等人结成稳定、 人数较多的犯罪组织，

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

利益，为非作恶，欺压群众，严重破坏了

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其行为已

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钟

浩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 领导

者， 应当对该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负

责；且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原审

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

依法做出上述裁定。

法官支招：三招防范“套路贷”

承办本案的东莞中院黄运祎法官

向大家支招：

1.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特别是学校

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普及金

融借贷政策及知识，宣传“套路贷”作案

手法，引导学生提高对此类型案件的警

惕性和辨识能力。

2.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不盲目进行

高消费，不轻信“无抵押”“无手续费”贷

款，需要借款时，应从银行或其他正规

网贷渠道进行借款。

3.勇于维护自身合法权利。遭遇“套

路贷”，应及时报警，勇于维权，积极配

合公检法部门的调查取证。 过程中应注

意收集、固定证据，保留借款合同、银行

转账记录、收取保证金、利息、中介费等

不合理收费证明、 暴力催收的视频、录

音、图像等证据。

原告身在东莞， 而被告在万里

之遥的异国他乡， 法院将如何组织

开庭审理呢？ 7 月 22 日，记者从东

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获悉， 近期该院

家事调解员就借助微信和在线法院

视频调解平台， 为一宗跨国离婚纠

纷案的双方当事人促成在线离婚调

解协议。据悉，这是该院首宗通过远

程视频成功调解的跨国离婚案。

家事调解员表示， 通过在线法

院视频调解平台， 可以为身处异地

往返不便的当事人提供极大便利。

调解员巧用微信调解

2019 年 5 月底，对婚姻失望的

东莞居民李女士向东莞市第二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跟在菲律宾工

作的丈夫离婚，分割财产，女儿由其

抚养，对方支付抚养费。

案件很快就被送到东莞市第二

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的家事调解

员手里。家事调解员接案后，遂联系

男方。但男方目前在菲律宾，电话一

直打不通。 后家事调解员通过李女

士提供的男方微信， 用工作微信终

于联系上男方。

家事调解员根据李女士提供的

证据以及双方陈述的情况， 通过微

信沟通， 给双方做了大量的调解工

作。 经过调解员近两个月的耐心协

调， 李女士跟丈夫终于谈妥了离婚

协议的内容。

远程视频确认签调解笔录

离婚协议终于谈好了， 如何签

调解笔录呢？ 男方说，他工作太忙，

他实在请不了假回国办理离婚手

续。

2019 年 7 月 12 日， 家事调解

员启动在线法院视频调解平台，约

了双方当事人同时在线。此时，家事

调解员身在法院，李女士人在家中，

而李女士的丈夫远在菲律宾， 三方

通过远程视频“面对面”。 通过三方

视频， 调解员首先确认了双方当事

人的身份，再确认了双方协议内容，

并确认男方本人在调解笔录上签

字。笔录签完后，男方将该调解笔录

托人带回国再邮寄给法院。 调解结

束时， 双方当事人都没想到这场纠

纷处理会如此便捷，都表示“点赞”。

日前， 法院收到了男方已签字

的调解笔录。 李女士在律师的陪同

下前来法院。李女士签了笔录后，法

院为当事人出具了关于离婚的民事

调解书。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黄彩华 梁柳仪

今年 8 岁的濠濠出生于东莞南城，

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聪聪。 哥哥聪聪姓

张，濠濠跟妈妈姓袁。 随着濠濠长大，

妈妈袁某云为了让兄弟俩感情越来

越好， 想让濠濠跟着哥哥改姓张，却

遭遇困难。 无奈之下，濠濠诉至法院。

近日，东莞中院二审判决，支持濠濠改

姓。

弟弟想跟哥哥姓遭遇困难

袁某云于 2004 年生下聪聪，2010

年和聪聪父亲离婚。袁某云于 2011 年 4

月非婚生育濠濠，濠濠以“袁某濠”为名

于 2016 年随母入户。

妈妈想让濠濠跟同母异父的哥哥

聪聪都姓张，于 2018 年多次向南城公

安分局提出申请， 要求将“袁某濠”

的姓名变更为“张某濠”。

南城公安分局认为，公民随父姓

或者随母姓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在中

国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应当得到良好

的传承。 只有不违反公序良俗，才可

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择姓氏。 因濠濠

的生父不姓张，南城公安分局拒绝濠濠

更改姓氏的申请。

无奈之下，濠濠诉至法院，一审法

院未支持濠濠的请求。 濠濠向东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认定不违反公序良俗

二审承办法官表示，公序良俗是公

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简称。 行政机关

在判断一种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

时， 必须综合考虑行为的内容和目

的，行为成立时的客观环境和当事人

的主观动机等因素。 就本案而言，濠

濠向南城公安分局申请更换姓名，是

为更好地让兄弟之间的情谊得到巩

固， 更有利于濠濠的成长。 因此，濠

濠的更名申请没有违反社会公德或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东莞中院做出二审判决：南城公安

分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的法定期限内

对袁某濠的姓名变更申请重新做出处

理。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李婷婷

东莞对一“套路贷”涉黑案终审宣判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犯获刑二十年

5座小车坐了8个人

其中有4名儿童，被处罚司机辩

解称以为载儿童不算超员

借助微信+远程视频

东莞第二法院成功调解跨国离婚案

8岁男孩想跟同母异父哥哥姓

被户籍管理部门拒绝，法院二审支持改姓

终审

庭 审 现

场。 通讯

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