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骆小弟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一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个建筑工人是如何通过欺压乡里获称“弟哥”?又是如
何依靠暴力手段攫取巨额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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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手民间纠纷
骆小弟原系陕西省咸阳市三原

县铁一局建筑处工人，先后因打架斗
殴被行政处罚、判处刑罚，后被铁一
局建筑处辞退。刑满释放后，骆小弟
为谋求生财之道，贩卖过假烟、假香
皂等物，在三原县开过歌厅和赌场。
1997 年前后，其曾伙同多人至湖南
长沙从事传销活动，同时贩卖毒品鸦
片、海洛因。

在此期间，骆小弟笼络了一批社
会人员、吸毒人员在身边，为其开设
的歌厅赌场“看场子”、插手民间纠
纷、替他人摆平事情、多次殴打他人，
为自己扬名立威。

1995年6月，三原县西关村村民
屈某纲因盖房拉钢筋与周某发生纠
纷，屈某纲委托其表哥张某强、赵某
处理此事。周某则通过关系找到骆
小弟。在与张某强协商时，骆小弟与
其发生冲突。

当日深夜，骆小弟带领 20多人
携带爆炸物、枪支、刀、棍棒等工具，
先对赵某进行殴打，后至张某强家
中，向其家中投掷爆炸物，并对其实
施殴打。赵某、张某强均受伤住院。
随后张某强虽向警方报案，此事却不
了了之，骆小弟未受到法律追究。

1999 年，骆小弟因听说其手下
成员王某说其坏话，组织他人对王某
实施殴打，致使王某逃至外地躲避多
年不敢回三原，也不敢通过正当途径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骆小弟还因
其手下成员李某建不听话，对李某建
实施殴打，亦未受到法律追究。

自此，以骆小弟为首的犯罪团伙
形成，该团伙在三原县社会上有了一
定威名和恶名，并不断有社会闲散人
员投靠加入。

逐步坐大成势
2000年，经人介绍，董某辉加入

该涉黑团伙，其又介绍唐某与骆小弟

相识。2006 年前后，郑某为谋取不
法利益，经刘某介绍慕名投靠骆小
弟。

2008 年前后，骆小弟开始在建
筑拆迁领域谋求发财之道。2008年
6月，骆小弟在与三原县南关村紫韵
龙桥拆迁项目的负责人毕某锋接触
过程中，认为其“势大”，与董某辉、唐
某预谋后于 2008年 6月 20日对毕某
锋实施殴打，迫使毕某锋放弃上述拆
迁项目。之后，又对毕某锋的合伙人
王某连实施敲诈勒索，非法获利人民
币15万元。

经过此事，骆小弟在三原县城建
筑拆迁领域内打出了名气，也为其欺
压敲诈建筑拆迁领域内其他开发商
奠定了基础。

2008年，杨某军加入该团伙，并
积极向骆小弟身边靠拢。2009年 10
月 25日，骆小弟在三原县秦原酒店
为其母亲过寿时，与杨某发生口角。
杨某军为拉近与骆小弟的关系，带人
对杨某实施殴打，致杨某脾脏被摘
除，但骆小弟仍未受到任何法律追
究。此事发生后，骆小弟在三原县确
立了自己社会老大的强势地位并逐
步坐大成势。

2011 年前后，白某平、曹某、陈
某、何某卫、侯某意、骆某等人抱着投
靠骆小弟就可以在三原县胡作非为
并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先后加入该
团伙，并倚仗骆小弟为靠山，以“弟
哥”小弟的名义实施多起违法犯罪行
为，积极为该团伙扩大影响。

公诉机关认为，他们已逐步形成
了以骆小弟为首，人数众多、组织领
导明确、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其中，骆小弟为该组织的
组织领导者，白某平、曹某、陈某、董
某辉、杨某军、李某成属积极参加者，
何某卫、侯某意、骆某、刘某、郑某、唐
某为其他参加者。

据了解，为加强对该涉黑组织的

控制，骆小弟给组织成员安排事情均
是单对单、一对一，组织成员之间不
得互相打听；安排的事情只说一遍，
听不清就会受到骆小弟的训斥；对于
吸毒成瘾的组织成员，骆小弟会以免
费提供毒品的方式加强对组织成员
的控制；骆小弟也会为那些被司法机
关打击处理的组织成员积极奔走、打
探消息，探望服刑的组织成员以及照
顾其家庭。骆小弟还将其位于三原
县北城西社村的住处作为组织成员
吃喝打牌联络感情的聚集地，并在此
多次安排违法犯罪事件。通过这些
手段，骆小弟逐渐在该组织内部形成
一套不成文的组织纪律以约束组织
成员，在组织成员心理上树立强势形
象，保证了对该组织的控制，确立了
自己的领导地位。

异地用警侦办
2015 年，陕西省公安厅接到举

报材料，随即安排民警在三原地区走
访调查。办案人员发现，该团伙组织
严密，成员身份复杂。考虑到当地警
方打击该团伙一直没有成效，陕西省
公安厅最终决定异地用警，跨区域侦
查，由西安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从2016年1月开始，该涉黑团伙
多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据了解，这也是 2000 年打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陕西省第一起
跨地市用警并成功侦办的涉黑案件。

案发后，办案人员依法扣押该组
织赌债借条 3 张 (合计金额人民币
379.57万元)，一辆黑色路虎揽胜、一
辆灰色大众途锐和一辆红色宝马
X6。

检察机关查明，以骆小弟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开设赌场、敲诈
勒索、放高利贷、暴力讨债、介入民间
纠纷等方式，利用骆小弟的恶名及该
组织的影响力强行借款，共计获利
1300 多万元，部分收入用于豢养组

织成员，维系组织发展。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以来，长

期涉足三原县的黄、赌、毒、高息民间
借贷、建筑拆迁以及基层选举等领
域，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给当
地群众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严重
影响了政府对社会的有效管控。骆
小弟作为该组织的组织、领导者，从
未因此受到过任何的法律追究，造成
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8 年 6 月 14 日，西安市新城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重大涉
黑案件。骆小弟等18名被告人被控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伤害罪等6项罪名。

同年8月17日，新城区法院对此
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该团伙为黑社
会性质组织。其中，骆小弟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
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
事罪、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0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
政治权利 3年。其他 17名组织成员
分别被判处 10年零 6个月至两年零
8个月不等刑期。

案发后，扣押在案的黑色路虎越
野车及红色宝马 X6 轿车被依法拍
卖，发还被害人款项后的剩余款项依
法予以没收。依法追缴被告人骆小
弟等人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宣判后，被告人骆小弟等 13人
不服，提出上诉。

2018年 12月 26日，西安市中院
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
案。庭审中，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
出庭检察员在法庭的组织下，围绕上
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展开法庭调
查、法庭辩论，并听取了各上诉人的
最后陈述。

2019 年 1 月 24 日，西安市中院
对此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据《法制日报》

陕西省三原县骆小弟涉黑团伙终审宣判

长期涉足黄赌毒敛财13001300多万元多万元

会计挪用数百万公款
这是一起东阳市纪委监委加大问责力

度，实行一案双查的典型案例，在当地引起
了很大震动。事情缘于一名乡镇卫生院会
计贪污挪用公款案。2007 年 10 月，张初蕾
到佐村镇中心卫生院担任会计。她平时热
衷于购物，但每月的工资难以满足其日常
消费，于是从 2007 年 12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
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人民币 5万余元，挪
用公款人民币 400 余万元，至今尚有 260 余
万元公款未归还。2017 年 8 月，张初蕾被
判处有期徒刑 8 年 3 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
元。

“张初蕾挪用公款达 400 余万元，至今
仍有 300 余万元未追回，除她被判刑外，其
他无一人被追责。时任佐村镇中心卫生院
院长杜玉堂、现任院长马立强、出纳金啸骝
是否应该承当巨额公款损失的责任？”2018
年 7月，东阳市委第四巡察组在对市卫计局

巡察时，第一时间将该问题线索移交至东
阳市纪委监委处理。

单位领导和出纳被追究责任
“张初蕾重大贪污挪用案件的背后，是

制度的疏漏，监管的缺失，更是纪法意识的
淡漠。深究其原因，佐村镇中心卫生院原
院长杜玉堂，现任院长马立强以及卫生院
出纳金啸骝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东阳
市纪委监委案件主办负责人表示，杜玉堂
在担任佐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期间，对单
位财务疏于管理，未形成完善的财务管理
内控制度，造成出纳、会计并未相互牵制。

本该由会计出纳分开保管的银行印鉴、转
账支票却由张初蕾一人保管，甚至在医药
公司数次向其催要药款时仍未采取有效措
施追查原因，应负主要领导责任。金啸骝
未全面履行出纳职责，将本该由自己保管
的 U 盾推给张初蕾保管，并且对银行存款
日记账未做全面登记，也不拿会计账和银
行对账单进行核对，甚至在发现卫生院资
金可能出现问题后，也未及时跟院领导反
映，应负直接责任。马立强虽然案发时仅
仅就任佐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3个月，但对
单位财务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发现财务管
理漏洞，导致张初蕾继续作案，也应担负一

定领导责任。
根据相关问题线索和前期初核情况，

东阳市纪委监委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对杜
玉堂、马立强、金啸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予以立案审查调查。2018年 10月 30日，
杜玉堂、金啸骝受到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
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提起公诉。2018年 12月 14日，马立强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政务记过处分。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
究。”东阳市纪委书记胡勇春表示，本案中两
任院长都没有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从中暴露出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着重
业务，轻廉政、党风廉政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的问题，往往出事后才连连后悔说“不知
道”“没想到”。追责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
严肃追责，持续强化震慑效应，唤醒干部的
责任意识，真正将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 据《法制时报》

会计挪用数百万公款一案双查
浙江东阳市一卫生院原院长和出纳失职涉嫌犯罪受审

“卫生院会计挪用公款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财务管理不
重视，监督不到位，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浙江省东阳市佐村镇中心卫生院原院
长杜玉堂在庭审现场几度哽咽，掩面痛哭。

2019年1月11日，东阳市佐村镇中心卫生院原院长杜玉堂、出纳金啸骝涉嫌国有
事业单位人员失职案件在东阳市人民法院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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