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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 30 日上午，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东阳市人

民法院依法分别对杭州虞关等 66
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审公开宣

判。

此前，浙江省公安厅将本案异

地指定金华市公安局侦查，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将首要分子虞关荣

等 14人指定金华市中院审理，其余

52 人分成 3 案指定东阳市法院审

理。去年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7 日，

金华市中院对虞关荣案公开开庭

审理，东阳市法院对其他 3 案于同

期公开开庭审理。

金华市中院经审理查明，被告

人虞关荣犯流氓罪于 1997 年刑满

释放后，先后结识被告人吴才龙、

王观成等人，虞关荣、王观成陆续

网罗被告人戴国松、高贤昌、杨岳

江、来侃维、华峰平等刑满释放人

员和社会闲散人员。

2009 年 9 月，虞关荣、戴国松、

王观成等合谋，有组织地强迫杭州

复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股份，

强行入股房产项目，非法获利 4180
万元，由此在杭州市滨江区一带确

立强势地位。后虞关荣、戴国松成

立杭州森翔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进

一步纠集吸纳被告人水雷、叶刚

飞、杨利桥、傅海桥等人，势力进一

步壮大。

该组织通过串标、围标、行贿、

强迫交易等非法手段染指土方、市

政等工程，攫取非法利益，逐步形

成以虞关荣、戴国松、王观成为组

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与此同时，被告人吴才龙先后网罗

被告人来国东、汤利云等人，多次

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违法犯

罪活动。

2014 年 7 月以来，虞关荣与吴

才龙两股势力相互勾结，以经济利

益和工程项目为纽带，逐渐形成了

人数众多、成员固定、层级分明、结

构严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威

胁等手段，以黑护商、以商养黑，有

组织地实施走私枪支 2 支、非法买

卖枪支 1 支、非法持有枪支 2 支；实

施寻衅滋事 66起；实施强迫交易 22
起；实施串通投标 21 起；实施非法

拘禁 10起；实施敲诈勒索和开设赌

场各 8 起；实施聚众斗殴 7 起；还实

施走私珍贵动物制品、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偷越国（边）境等违法犯

罪行为 29 起，涉案金额达 40 余亿

元，造成 14 人轻伤、8 人轻微伤等

严重后果。

同时查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

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为其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庇护，共计行贿

42起，合计 700余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以被告人虞关

荣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多

达 66 名，存续时间长达 9 年。该组

织大肆进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杭

州市滨江区一带相关行业攫取巨

额非法经济利益，严重破坏当地经

济秩序、社会生活秩序和公共管理

秩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危害后

果十分严重，应依法从严惩处。

该案绝大部分系共同犯罪，各

被告人均一人触犯数罪，依法应予

并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认罪

悔罪表现，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走

私武器罪等 26罪并罚，分别对被告

人虞关荣、戴国松、王观成决定执

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贿罪等

23 罪并罚，对被告人吴才龙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 25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来

侃维等 10名骨干成员数罪并罚，分

别判处有期徒刑 22年 6个月至 8年

不等，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东阳市法院对徐烨等 52 名积

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数罪并罚，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 6 个月至 1
年两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据《法制日报》

杭州虞关荣等66人涉黑案一审宣判 三主犯被判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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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自首。”2018年 3月，一名

身材中等、看上去挺斯文，讲一口

普通话的中年男子到龙游警方投

案，称自己是一起非法制造注册商

标标识案的主犯“张总”。“张总”

说，2017 年初他在龙游县湖镇镇开

办了一家印刷厂，后来在没有取得

相关商标所有人授权的情况下，非

法印制了红塔山、云烟、南京、双喜

等两亿多个品牌卷烟接装纸。

对投案的“张总”，警方对其依

法刑事拘留并提请龙游县检察院

批准逮捕。但翻阅案卷时检察官

发现，虽然同案犯郑某某、温某某

均辨认出该自首的男子为“张总”，

但印刷厂的其他职工却称此男子

并不是“张总”，这让检察官产生了

疑惑。

会 不 会 有 涉 嫌 包 庇 的 可 能 ？

因为该案是龙游首例非法制造注

册商标标识案，且案中存在可能涉

嫌包庇的疑点，龙游县检察院在案

件侦查阶段即提前介入，与警方合

力核查“张总”身份。

经核查，果然，此“张总”确实

不是该案的真正主犯张某某，投案

者为喻某某，是张某某的朋友，也

是该厂房的承租者。

为什么张某某不自己租厂房，

要让喻某某出面承租？原来，张某

某是“见不得光的人”：2010 年 1 月

至 2012 年 3 月，张某某曾和他人合

伙在苍南开办过一个地下工厂，也

是制造香烟用的水松纸。与张某

某同案的其他几人因非法制造注

册商标标识罪被判刑，而张某某一

直在逃，后被苍南警方列为网上追

逃人员。

被追逃后，张某某既不敢抛头

露面找工作，也没有其他生活来源，

于是又偷偷摸摸干起“老本行”。

2017 年 3 月，他与曾经的合作

伙伴翁某，在龙游又办了一个生产

烟用水松纸的印刷厂。因为自己

被追逃租不了房，他就请朋友喻某

某出面帮他租赁了厂房。2018年 1
月，张某某的这个制假窝点被龙游

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获。

经查，张某某的地下印刷厂在

未取得相关商标所有人授权的情

况下，非法印制了红塔山、云烟、南

京、双喜等品牌卷烟接装纸 1000多

卷，涉及非法制造的商标标识数量

达 215695798个，均系假冒品。

近日，龙游县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张某某因犯非法制造、销售非

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6 年，并处罚金 40 万元；

被张某某“拉下水”的喻某某，因犯

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被判处

有 期 徒 刑 1 年 6 个 月 ，罚 金 两 万

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据《浙江法制报》

“老板”投案牵出案中案
真假老板炮制假冒商标两亿多个

记者从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包头铁路公安处获悉，办

案民警日前在多地警方协助下，成功打掉一个制贩假票的犯罪团

伙，缴获假火车票 3.6万余张、假票据 7.6万余张，涉案金额逾 1.8亿

元。

根据去年查处的一起贩卖假火车票案，包头铁路公安处开展

详细调查，发现了一个倒卖、伪造火车票的犯罪团伙，并初步确定

制假窝点在重庆市潼南区。

随后，在重庆市潼南区公安局、重庆铁路公安处协助下，办案

民警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张某林、张某富为首的家族式制假团伙，掌

握了这一团伙的主要架构，并于近期成功收网。

经查，该团伙通过网上购买伪造车票的工具、空白票版等，自

行打印伪造火车票、发票等，再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发布售卖信息。

据介绍，办案民警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6 名，捣毁两处制假窝

点，现场查获半成品假火车票 3.6万余张、假发票等票据 7.6 万余

张，涉案金额逾 1.8亿元。

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本报综合报道

重庆警方破获特大网络开设赌场案

涉案金额近千万元

重庆市忠县公安局近日破获一起特大网络开设赌场案，涉案

金额近千万元。

去年 11 月，忠县公安局白公派出所接群众举报，称有人通过

“闲聊”手机APP和“熊猫麻将”手机APP开设网络赌场。在锁定相

关证据后，忠县警方近日在重庆南岸区、九龙坡区、忠县同时开展

收网行动，将这一犯罪团伙主要成员杜某、刘某、王某、艾某抓获。

警方调查得知，自 2018年 6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杜某、刘某、王

某、艾某等人，合谋通过“闲聊”手机APP和“熊猫麻将”手机APP，

在网上邀约赌客赌博。四人分工明确，由杜某在“熊猫麻将”APP
上申请代理权，然后通过购买“房卡”的方式在网上开设供玩家赌

博的“房间”。刘某、王某、艾某等人则轮流负责结算赌资和为赌客

开设“房间”，以及管理群内玩家。

与此同时，杜某、刘某、王某、艾某等人通过在“闲聊”APP上建

立专门邀约赌客的聊天群，以朋友拉朋友的方式进入群聊参与网

络赌博，每局从所赢玩家的资金中抽取 1 个积分（50 元）作为提

成。据杜某供述，在开设赌场期间，共邀约 200余名参赌人员下载

赌博软件参与赌博。团伙每天资金流水近万元，他们从中抽头渔

利 60余万元。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公安局 1月 8日通报，近期破获

一起特大运输毒品案，在中缅边境缴获毒品共计 106.84公斤，抓获

犯罪嫌疑人两名。

通报称，去年 12月，西盟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在工作中获悉，有

一伙境内外毒贩相互勾结，欲从境外偷渡运输一批毒品到国内贩

卖。通过线索核查、分析，西盟县公安局随即组成专案组，赴中缅

边境一线展开侦查。

12月 27日，专案组在普洱市公安局的指导协助下开展收网行

动。当日 8时许，警方成功在中缅边境一带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当场缴获毒品鸦片 79.32公斤和冰毒 27.52公斤。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云南西盟警方破获一起特大运输毒品案

缴获毒品106.84公斤

内蒙古包头铁警打掉制假团伙

查获3.6万余张假火车票

在一处地下工厂，执法人员查获两亿多个假冒卷烟商标标识。自称

工厂“老板”的张某到警方“投案”，没想到，“老板”背后其实还藏着真老

板，而且真老板还是警方网上追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近日，经浙江省

衢州市龙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真假老板均被法院判处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