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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宁市公安局关于征集农村地区、

建筑工程、集贸市场和其他方面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农村地区

1.煽动群众闹事，借征地拆迁、工程项

目、各类事故等其他纠纷，煽动、组织聚众

闹事。

2.横行乡里或利用家族、宗族势力称

霸一方，以大欺小，霸占他人山林、农田、

草场，故意挑起事端的“村霸”。

3.采用贿赂、暴力、欺骗等手段干扰破

坏农村基层换届选举的黑恶势力。

4.拉拢腐蚀、把持和操纵基层政权、侵

吞农村集体财产的“黑村官及幕后推手”。

5.假借宗教信仰煽动民族矛盾的黑恶

势力。

建筑工程

1.阻碍合法建筑材料进场和渣土清运

的黑恶势力。

2.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

势力。

3.工程项目中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建

筑原材料、强租机械设备，收取保护费的

黑恶势力。

4.在土地流转、矿产开采、工程建设等

行业领域雇佣黑恶势力，纠集社会闲散人

员，恶意竞标、暴力围标、强揽工程、非法

占地、暴力拆迁等犯罪团伙。

5.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和权力强揽工

程项目，指定购买建筑材料、设备、充当黑

恶势力“保护伞”的。

集贸市场

1.在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建材市场等

其他市场内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

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

2.在集贸市场、批发市场扰乱市场正

常秩序，聚众滋事，侵害群众利益的各类

“菜霸”“肉霸”等黑恶势力。

3.在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建材市场等

其他市场内以暴力方式垄断经营的黑恶

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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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公开征集韩明祥、韩建龙、朱

昌新等人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西宁市湟中县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

于 2019年 3月 20 日至 3月 23 日抓获以韩

明祥（绰号“独狼”）、韩建龙（绰号“汉

奸”）、朱昌新为首的犯罪团伙主要成员六

人，破获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案

多起。

经查：该团伙自 2010 年以来多次向他

人高利放贷，并采取扣押财物、殴打、威

胁、恐吓等手段暴力讨债，严重扰乱社会

秩序、威胁他人人身安全，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

为继续深挖犯罪线索，全面查清案件，

彻底肃清毒瘤，净化社会环境，维护公平

正义，现向社会征集韩明祥、韩建龙、朱昌

新等人的违法犯罪线索。如果您及身边

的人曾是被害人或者是案件知情人，请及

时与湟中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联系，公

安机关将对线索举报人严格保密；同时敦

促该团伙涉案的其他人员及时向公安机

关投案自首，对包庇、违法犯罪的，将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来信来访地址：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

公安局刑侦大队

举报电话：0971-2233625
联系人：祁警官：13369716199

鸟警官：18097189299
三、关于公开征集兰龙浩、卓天生等人

涉恶犯罪集团 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近期，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公

安局打掉以兰龙浩、卓天生为首的恶势力

犯罪集团。经依法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

兰龙浩（龙浩）、卓天生（卓强）、黄小、黄鋆

烽、李智勇自 2017年 10月以来，先后纠集

刘军、柳天麒、李积德、敬淑娟、林小锟等

人在西宁市城西区万方城开设“小鱼车

贷”公司，以快速放贷引诱被害人贷款，后

以虚设保证金、家访费、安装GPS 费、GPS
流量费等各种名目收取高额费用，签订单

一合同、转单平账、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

高违约金等手段，实施敲诈勒索、非法经

营、诈骗等犯罪活动。为全面查清该犯罪

集团违法犯罪事实，彻底铲除这一社会毒

瘤，净化治安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现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通告如下：

1.敦促该犯罪集团其他涉案人员主动

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对主动到案并如实

供述自己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从轻或减

轻处罚。

2.鼓励被害人、被害单位及广大知情

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该犯罪集团违法犯罪

线索。

公安机关将对线索举报人严格保密，

并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对包庇、违法

犯罪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来信、来访地址：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分

局刑侦大队

举 报 电 话 ：刑 警 大 队 值 班 电 话

0971-5132183
联系人：柏警官：18097187982

张警官：18097189086
四、关于公开征集景瑛、刘箕凡为首的

恶势力犯罪集团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近期，西宁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以景瑛、

刘箕凡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经依法

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景瑛、刘箕凡自

2013年以来，先后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马继

武、景娜、张欣等人，对社会不特定人群借

款后非法放贷，并对有借贷关系的被害人

实施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寻衅滋事迹等

违法犯罪行为。为全面查清该犯罪集团

违法犯罪事实，彻底铲除这一社会毒瘤、

净化治安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现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通告如下：

1.敦促该犯罪集团其他涉案人员主动

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主动到案并如实供

述自己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

2.鼓励被害人、被害单位及广大知情

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该犯罪集团违法犯罪

线索。

公安机关将对线索举报人严格保密，

并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对包庇违法

犯罪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来信来访地址：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

自治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举报电话：0971-2818196
联系人：马警官：18097189058

马警官：18097189204
五、关于公开征集马玉财、马德龙为首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近期，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分局成功打

掉以马玉财、马德龙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经依法侦查查明，该组织长期盘踞在

西宁火车站、西宁中心客运站、八一路客

运站，控制市场、扰乱客运站运营秩序，针

对长途班车及部分非法营运车辆敲诈勒

索、强迫交易，并有故意伤害等犯罪行

为。为全面查清该团伙违法犯罪事实，彻

底铲化社会环境，维护人民群众正当权

益，向全社会广泛征集案件线索，现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通告如下：

1.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相关受

害者积极行动起来，向公安机关提供该犯

罪组织违法犯罪行为及“保护伞”的线索、

证据。

2.凡是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的，公安

机关将对举报情况予以严格保密，对提供

有价值线索、证据的群众，依据有关规定，

予以奖励。

3.凡为违法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帮

助违法犯罪嫌疑人伪造、毁灭证据，向违

法犯罪嫌疑人提供隐匿场所、交通工具、

资助财物或者提供其他条件的，将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来信、来访地址：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分

局刑侦大队

举报电话：0971-8177051（刑警大队值

班室电话）

马警官：18097180009
高警官：18097185003
六、关于公开征集鲍玉鹏为首的恶势

力犯罪集团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近期，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成功打

掉以鲍玉鹏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经

依法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鲍玉鹏自 2016
年以来，先后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冶生斌

（别名“冶军”）、韩连龙、刘成霞、杜光明、

邱凡、于翔等人，向社会不特定人群采用

签订阴阳合同、转单平账、虚增债务、恶意

垒高债息等手段，实施诈骗、敲诈勒索、非

法经营等犯罪活动。为全面查清该犯罪

集团违法犯罪事实，彻底铲除这一社会毒

瘤、净化洽安环境、维护公平正义。

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通告如下

1.敦促该犯罪集团其他涉案人员主动

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主动到案并如实供

述自己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从轻或减轻

处罚。

2.鼓励被害人、被害单位及广大知情

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该犯罪集团违法犯罪

线索。

公安机关将对线索举报人严格保密，

并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对包庇、违法

犯罪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来信来访地址：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

局刑侦大队

举报电话：0971-8256345（刑警大队值

班室电话）

联系人：景警官：18097187046
李警官：18097182052
姬警官：18097182010

西宁警方通报三起宣判涉黑涉恶案件

西宁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征集扫黑除恶相关领域线索和相关案件线索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5 月

22 日，西宁市公安局召开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新闻发布会，通

报了三起已宣判的涉黑涉恶案

件。同时发布了征集扫黑除恶相

关领域线索和 5 起相关案件线索

的通告。

发布会分别通报了三起涉黑

涉恶案件：西宁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侦办的“马晓某等人恶势力犯

罪集团案件”。经民警侦查发现，

2014 年 9 月至 2018 年初，犯罪嫌

疑人马晓某伙同马某甲、马某乙

等人，长期在西宁市城中区长江

路三角花园停车场内，以逞强耍

横、随意殴打、恐吓他人、任意损

毁他人财物的方式，按月强制收

取在该停车场内拉客前往果洛藏

族 自 治 州 玛 沁 县 的 20 余 名“ 黑

车”司机保护费，涉案价值达 20
万元。2019 年 4 月 11 日，西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该团伙成

员有期徒刑 8 年零 6 个月至有期

徒刑 4年不等。

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分局侦办

的“樊光某等人恶势力犯罪团伙

案件”。经民警侦查发现，2017年

11 月 30 日，被害人郑志某因与犯

罪嫌疑人何少某在电话中发生口

角，犯罪嫌疑人樊光某伙同犯罪

嫌疑人何少某、张有某等人在城

北区朝阳西路路边对被害人郑志

某实施殴打，至被害人郑志某轻

伤。同年 11月 28日 19时许，犯罪

嫌疑人樊光某伙同张义某、张有

某等 4 人驾车在城西区附近寻找

酒驾司机，伺机制造交通剐蹭事

故 ，以 报 警 相 要 挟 敲 诈 勒 索 。

2017 年 11 月份至 2018 年 1 月，犯

罪嫌疑人樊光某伙同张有某等人

以帮忙索要债务为名，多次前往

被害人房双某位于多巴的某钢结

构工厂内，以拉断电闸、驱散上班

工人的方法索债。2019 年 3 月 27
日，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依法

审理樊光某等 5 名恶势力犯罪团

伙涉嫌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

勒索一案，并当庭对 5 名被告人

分别作出 6 年零 6 个月至两年不

等的有期徒刑判决。

湟中县公安局侦办的“路万

某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该案经民警侦查发现，2018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犯罪嫌疑人路万

某、卢世某、陈光某等 10 人驾车

在西宁市海湖新区娱乐场所门口

寻找酒驾人员尾随其后，伺机故

意与其发生碰撞或剐蹭，以报警

威胁酒驾司机，后以高额的修车

费用为由敲诈勒索钱财。该团伙

涉嫌敲诈勒索作案 9 起，涉案价

值 7 万余元。2019 年 1 月 22 日，

湟中县人民法院以对该团伙 10名

涉案成员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 至

6年不等的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