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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说法

深挖涉黑涉恶腐败
持续
“破网打伞”
今年以来，云南省纪委监委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关部
署要求，持续加速“破网打
伞”，围绕“一年打击遏制、
两年深挖根治、三年长效长
治”的目标，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
云南省纪委监委组建督导
组深入到各州市督导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通过听
取汇报、受理举报、个别谈
话、查阅台账、核查线索、调
研座谈、下沉督导等方式，
围绕政治站位、依法严惩、
综合治理、深挖彻查、组织
建设和组织领导 6 个方面
重点开展专项督导。并将
督导成果形成书面反馈意
见，召开工作反馈会，要求
被督导州市针对反馈的问
题列清单定方案，真正把督
导整改成果转化为专项斗
争推向深入的实际成效。

昆明市

盘龙区实行包保挂片、覆盖
全区，层层压实责任，区纪委监委
主要领导、班子成员对全区 12 个
街道、27 个单位进行包保挂片督
导，用“放大镜”对群众反映强烈
突出的问题线索进行深查、细查、
彻查，发动群众力量帮“挖”线索，
做到早发现早查处。

保山市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 办 公 室、市 纪 委 监 委、市 公 安
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 6
部门联合，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
互补短板，共同发力，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渗透到各部门各领
域，确保扫黑除恶工作的开展既
有法律保障，又有纪律保障和组
织保障。

暴力胁迫搬迁 恐吓驱逐租户

红河州

按“ 日 清 、周 转 、月
报、季结”的工作要求，要
求相关部门定期报送问
题线索排查情况，对涉黑
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线索坚持优先受理、快
速处置，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切实做好涉黑涉
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线索的全面排查、分流转
办 、跟 踪 督 办 、总 结 分
析。同时，成立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实行每周从留
置和党纪政务处分案件
中筛查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的深挖彻
查周报机制，及时进行梳
理倒查，绝不放过任何线
索，
深挖根治黑恶势力。

通讯员 彭美娟

住建领域这些行为
属于黑恶势力表现
云南省住建厅和昆明市住建局，近日，发
布《关于深入开展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领域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告知书》。在房地产建设领域，房
屋征收过程中，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方式，胁
迫搬迁或者煽动闹事；
非法中介协助缴存职工
以虚拟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
收取高额手续费
等行为，
均属于住建领域
“黑”
“恶”
势力表现。
住建领域的“黑”
“ 恶”势力表现为：在建
筑市场领域，恶势力竞标、强揽工程、强买强
卖，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煽动闹事，在施工渣土
运输中阻拦施工强揽生意等；在房地产建设
领域，房屋征收过程中，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
方式，胁迫搬迁或者煽动闹事；房地产中介公
司，采取威胁恐吓等暴力手段，驱逐租户、强
制上涨或恶意克扣租金，物业公司勾结社会
闲杂人员滋扰业主，以暴力手段阻碍物业项
目正常交接；在住房公积金使用方面，非法中
介协助缴存职工以虚拟手段提取住房公积
金，收取高额手续费；在农村危房改造建设管
理方面，骗取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格和补助
资金，诱骗、逼迫农户上缴回扣；实施违法建
设，以暴力手段阻碍城市管理执法，为占道经
营、违法建设等充当
“保护伞”。

举报方式

文山集中宣判 4 件恶势力犯罪案件
31 名被告人被判刑

因经济纠纷，两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在足浴会所“约架”。感觉手中的武器不够狠，还专门把钢管与柴刀焊接起
来，
做成十余把砍刀。除了团伙间“斗狠”，
还帮人暴力讨债，
持刀威胁工人。4 日，
云南省文山市法院，
依法对 4 件恶势
力犯罪案件、共计 31 名被告人进行一审集中宣判。4 件案件，均系两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所为，因涉及未成年人分案起
诉、
审判。31 名被告人均被定罪判刑，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至 3 年不等。

团伙间因纠纷“约架”解决争端
文山市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17
年 11 月，以王某福为首的恶势力犯罪
团伙，与以王某凯为首的恶势力犯罪
团伙，因经济纠纷发生争执，双方互邀
到文山某足浴会所，
“ 解决纠纷”。双
方各十余人，携带刀具、钢管等，在该
会所内打斗、追砍，造成人员伤亡和物
品、车辆损坏。此次斗殴后，王某福感
觉手中武器不够狠，出资把钢管与柴
刀焊接起来，
做成十余把砍刀。
2017 年 12 月 26 日，王某福等人
到文山某酒吧娱乐，与人发生口角，动
手殴打他人。在殴打过程中，王某福
一方亦有人受伤，双方分别到文山州
人民医院包扎治疗。治疗完后，双方
再次相遇并争执。王某福一方又邀约
沈某顺、李某等十余人，拿上砍刀到州
医院围殴追砍对方人员及车辆，造成
一被害人左手整只手掌被砍断、多辆
车辆被砍砸毁损。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福
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在文山城区大
肆实施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寻衅滋事
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治安
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属恶势力犯

罪。被告人王某福、沈某顺、李某均身
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
一审判决，被告人沈某顺犯聚众
斗殴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
总和
刑期十九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
年。被告人王某福犯聚众斗殴罪、故意
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总和刑期十八年
零六个月，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零
六个月。被告人李某犯聚众斗殴罪、故
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总和刑期十七
年零五个月，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
零六个月。其余10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八年至三年零二个月不等。

帮人暴力讨债 强卖他人鸵鸟
文山市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 年
4 月，王某凯为替他人讨要债务，邀约
赵某伟等 5 人，携带刀具，到欠债人的
鸵鸟养殖基地讨债。因欠债人无钱偿
还债务，王某凯等人堵门、锁门并持刀
威胁工人，强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
鸵鸟卖出，以抵偿所欠债务，严重影响
被害人的正常生活经营。
2015 年 12 月 20 日 23 时许，王某
凯因朋友在酒吧娱乐时，与他人发生
争执，便邀约十余人到该酒吧围殴他
人，致人重伤。

2017 年 11 月，王某凯因与以王某
福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发生经济纠
纷，双方相约到文山某足浴会所斗殴，
造成人员伤亡和物品损坏。王某凯等
人为泄愤，还将对方汽车砸坏。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凯
多次邀约赵某伟等人，在文山城区及
周边乡镇多次实施聚众斗殴、故意伤
害 、寻 衅 滋 事 、故 意 毁 坏 财 物 ，及 在
KTV 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
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和经济、生活秩序，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属恶势力犯罪。
被告人王某凯、赵某伟均身犯数罪，应
当数罪并罚。
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某凯犯聚众
斗殴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故
意毁坏财物罪，总和刑期十九年零二
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 1 万元。被告人
赵某伟犯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寻
衅滋事罪，总和刑期十三年零四个月，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其余 16 名
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六
个月至三年不等的刑罚。
本报记者 熊波 实习生 马雯
通讯员 盘艳明 王珊红
马娇娇 应德志

省住建厅扫黑办
举报电话：
0871－64320822
举报邮箱：
ynszjtshce＠l26.com
邮寄地址：
昆明市西山区红塔东路 3 号
邮政编码：
650228
来访地址：
昆明市西山区红塔东路 3 号
昆明市住建局扫黑办
举报电话：
0871－63137621
本报记者 张勇

组织、强迫妇女卖淫

玉溪一恶势力犯罪
集团成员被判刑
3 日，玉溪元江法院对一起恶势力犯罪集
团组织、
强迫卖淫、
协助组织卖淫案作出一审宣
判。被告人刘某保、苏某彪等 8 人，
因犯组织、
强迫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淫罪，
被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十三年至一年不等刑期，
并处相应罚金。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刘某保伙同被告人
苏某彪等人，
采用纠集、容留等手段管理、控制
10 余名卖淫人员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苏某
彪在管理、控制卖淫人员时，对卖淫人员进行
殴打和威胁，
强迫 2 名妇女卖淫。被告人苏某
彪，
除了伙同被告人刘某保组织、强迫卖淫外，
还单独采用纠集、威胁等手段，
管理、控制 3 名
未成年人从事卖淫活动；
伙同王某等人采用招
募、
纠集、
强迫等手段，
管理、
控制7名未成年人
在华宁等地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苏某彪、刘
某保的行为，
均构成组织、强迫卖淫罪，
情节严
重。被告人杨某亮、姚某云、李某芬，
明知刘苏
二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
而实施帮助登记
住宿、记账、收钱等犯罪活动。被告人白某辉、
龙某、李某，明知刘苏二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
活动，而为卖淫场所望风。被告人杨某亮、白
某辉、姚某云、李某芬、龙某、李某的行为，
均构
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本报记者 李春丽
通讯员 覃建国 封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