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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衅滋事
暴力阻拦施工现场

2017年 10月，西安市某建
筑公司承包西安某大学项目在
该村进行施工，时任该村村支书
的韦某某，以村委会名义给刘某
某等人出具介绍信，名义上出面
与建筑公司就在该村施工事项
进行协调，实则借机向建筑公司
提出以超出市价的价格强揽其
土方工程，迫使其优先使用由杨
某等人提供的施工机械、人工
等，并以该项目在该村施工为
由，提出收取高额管理费等无理

要求。
在遭到该建筑公司的拒绝

后，韦某某以村委会为幌子，伪
造村委会会议记录，纠集该村监
委会主任刘某某、村监委会委
员高某某及村民杨某等人，多
次到该公司施工工地阻拦其正
常施工。表示未经自己允许，
不允许建筑公司施工，并对工
地现场正在作业的挖掘机司机
进行暴力威胁，迫使其停止施
工。同时，使用挖掘机、装载机
等机械，围住工地施工机械，迫
使工地停工，造成该建筑公司
巨大经济损失。

敲诈勒索
强收施工管理费

2017年5月，西安市某电子
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对西安某
大学双电源供电项目进行改造，
需要经过该村土地。韦某某以
上述同样手段，指使刘某某、杨
某等人前往施工现场，通过言语
威胁、推搡工人等手段阻拦工地
正常施工，并提出施工单位没有
和村上协调好，就不允许施工。

施工方被迫只好前往与韦
某某协商，协商过程中韦某某要
挟施工方缴纳50万元协调费，否
则不允许施工。由于刘某某等人
多次阻拦，工程延期，施工方被迫
于2017年8月15日，以卫生整治
的名义，向韦某某指定的个人账
户缴纳了人民币8万元。

同年年底，被害人张某在该
村租用的土地上改建门面房，韦

某某在得知后以其盖门面房违
法为由，指使刘某某、高某某、侯
某某（另案处理）等人向张某索
要协调费，在遭到张某的拒绝
后，刘某某等人将施工机械与施
工人员挡住，阻拦其施工。张某
仍不同意缴纳协调费。

为顺利实施敲诈勒索，韦某
某遂以村委会开会名义，决定让
张某缴纳5万元，便不再阻拦其
施工，并向其出示该村会议纪
要。2018年3月18日，张某缴纳
协调费5万元。

庭审中，被告人韦某某、刘
某某、高某某及杨某，就涉嫌寻
衅滋事罪的指控供认不讳，但4
人就涉嫌敲诈勒索罪的指控提
出异议。随后，控辩双方聚焦争
议焦点展开了激烈辩论，经过8
个多小时的庭审，审判长宣布休
庭，该案将择期宣判。

王雨乐 本报记者张晴悦

4“村霸”阻拦施工收管理费
长安区法院审理一起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件

“繁华市区居然有野生小动
物来串门，实在罕见!”9月 9日
22时30分许，一名男子向西安
公安新城分局解放门派出所民
警求助称，一只外形似野猫的动
物傍晚闯进他家，本来以为是谁
家走丢的宠物，结果这动物又臭
又凶，只能赶紧将其抓获，请求
民警帮助处理。

民警跟着男子走到其车旁，
只见后备厢里放着一只粉色的
狗笼子，里面一只黑花色的小动
物躲在笼子角落，看上去十分惊
慌，人只要稍微走近，便会大吼
大叫，并在笼子里不断地蹦跳。

“体背和四肢呈灰棕色，头
部灰黑有白斑，这是野生动物果
子狸。”民警用手电光照了照小动

物，准确地作出判断。因为天色
已晚，民警将果子狸临时安顿在
派出所院子一处僻静走廊尽头，
遂与动管部门取得了联系。

昨天上午，记者在解放门派
出所看到市民送来的这只果子
狸，只见它大部分皮毛呈灰褐
色，四肢末端及尾巴后半部为黑
色，额头至鼻梁有一条明显的白
色条纹，眼下及耳下有白斑，拖
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据了解，果子狸属灵猫科、
食肉目、花面狸属的一种具有珍
贵毛皮的野生动物，现有 17个
亚种，我国有9种。该物种已被
国家林业局列入有关野生动物
保护名录。

上午 10时，民警开着警车

将果子狸送到了兴庆宫公园鸟
语林，在这里它将度过一周的病
疫隔离观察期，若没有问题，工

作人员将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合
适的地点，将它放归大自然。

文/图 首席记者李佳

果子狸深夜市民家“串门”
民警将其送到兴庆宫公园鸟语林

民警将果子狸带走

本报讯（记者张艳芳）9月
10日，西安市委宣传部、市委文
明办、市公安局召开了“集中治
理诚信缺失突出问题提升全社
会诚信水平”工作系列新闻发布
会的第二场发布会。发布会现
场，西安市公安局介绍了西安打
击整治电信诈骗、非法集资、虚
开骗税、保险诈骗等诚信缺失违
法犯罪采取的举措和取得的成
效,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据介绍，截至今年 6月底，
西安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053起，止付、挽损涉案资金
9800余万元，同比增长10.1 %；
开展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专项行
动，破案 11起，涉及集资金额

4.85亿元，集资参与人 1.6万余
人，刑拘20人，逮捕8人，起诉8
人，追赃 1.27亿元。在打击虚
开骗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
承接受理的各类虚开骗税案件
共涉及企业 1708户，截至目前
已结案1537户，涉及发票11.36
万份、金额 83.46 亿元，税额
15.14亿元；已认定对外虚开专
用发票 28491份，金额 26.25亿
元，税额 5.02亿元，破案 7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打掉窝点
7个，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130
余万元。侦办保险诈骗犯罪案
件 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 人，
打掉团伙1个。

全市公安机关通过开展“利

剑”、“净网2018”、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反诈利剑”专项战役、“打击
非法集资犯罪”“打击整治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等专
项行动，成功侦破了“4·12”网
络交友系列诈骗案、“1·25”系
列网络诈骗案、“4·5”网络传
销案、“陕西奥凯电缆有限公
司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4 · 13 系 列 非 法 经 营 案 ”
“7·4”“11·10”“1·22”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等案件，有力震
慑了违法犯罪行为。

下一步，西安公安机关将
继续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作
用，以遏制犯罪、防范风险、服

务发展、维护稳定为目标，持
续深化打击电信诈骗、非法集
资、虚开骗税等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坚决打击金融、证券、期
货、涉税等重点领域的经济犯
罪，坚决打击合同诈骗、侵权
假冒等多发性经济犯罪，通过
线索核查、信息研判、专案攻
坚、挂牌督办等手段，重拳打
击民生领域、社会关注的诚信
缺失突出问题，在提高破案
率、降压发案率、追赃挽损上
取得新突破，力争集中侦破一
批案件、抓获一批犯罪分子、
摧毁一批违法犯罪窝点，以强
有力的震慑效应有效遏制诚
信缺失突出问题。

本报讯（记者葛兰）9月9日零时
20分许，公安阎良分局蓝天路派出所
民警接到分局指挥中心指令称，一名
75岁高龄的陈姓老太离家出走5个小
时还没有回家。接警后，民警立即与报
警人取得联系，根据陈老太的体貌特
征、穿着，立即安排警力在辖区广场、公
园、宾馆、酒店、小区寻找，同时向周围
还在营业的商铺发放老人照片，并留下
联系方式。

由于老人家离高速路口较近，民警
担心老人会坐车上高速去西安，便在辖
区路口主要干道寻找。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辖区一十字路边，民警看到一位
驼背的老太太，于是上前询问，确认正
是离家出走的陈老太，便第一时间告知
其家属，同时安慰劝说陈老太。然而不
管民警怎样劝说，陈老太都不理不睬，
蹲在护栏的绿化带边，不停地哭泣。担
心陈老太一时想不开，民警便上前握住
她的手，极力劝说。

在民警的耐心劝说下，陈老太终于
同意子女接她回家。不一会，陈老太的
家属匆忙赶到，握着民警的手说：“实在
太感谢你们了，我妈和我爸吵架闹矛
盾，赌气离家出走，一家人都要急死了，
多亏你们了。”

西安召开治理诚信缺失突出问题新闻发布会 截至6月底

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1053起

七旬老太赌气离家
民警深夜帮助寻回

本报讯（记者 张晴悦）为了获得
主播青睐，已婚男子丁某耗尽个人积
蓄之后，竟将“黑手”伸向了公司财产，
最终不仅婚姻告终，自己也锒铛入
狱。近日，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刑
庭开庭审理了这起职务侵占案件。以
职务侵占罪，判处丁某有期徒刑两年，
并责令退赔违法所得50万元。

被告人丁某在亲戚黄某的公司就
职，管理着公司旗下的一家酒店。2017
年11月，丁某无意间在网络上接触到
某直播平台，迷恋上该平台的一个女主
播。丁某通过平台向其打赏，在花光个
人积蓄之后，丁某伪造微信聊天记录，
冒充出租方的会计，向公司谎称出租方
的公共账户出现了问题，需要将款转账
至出租方会计的私人账户。

随后，母公司将50万元的房租转
账到丁某提供的银行卡。丁某将上一
年度的房租收据变造为2017年12月
的收据。2018年4月，丁某侵占公司
财产的事情暴露。

男子侵占单位财产
打赏女主播获刑

本报榆林讯（记者 李波）记者从
榆林市绥德县公安局获悉，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该局紧盯涉黑涉
恶和侵财犯罪，重拳出击，侦破刘小伟
等人实施“套路贷”涉恶犯罪案。

2019年6月以来，绥德县公安局连
续接到匿名举报刘小伟等人高利放贷、
暴力讨债线索。7月14日，该局对刘小
伟等人涉嫌套路贷犯罪问题进行立案
侦查，全局范围内抽调精干警力，成立

“7·14”专案组专案侦办。专案组成立
后，迅速展开工作，通过异地羁押、内审
外查、查询冻结，全面收集了刘小伟等
人大量的违法犯罪事实，另收集梳理刘
小伟等人涉嫌违法犯罪线索14条。

经查，以刘小伟为首，任某、李某
某、高某某为骨干的该团伙成员经常
纠集在一起，多次实施高利放贷、“套
路贷”等违法犯罪活动，造成极其恶劣
的影响。目前，刘小伟等人涉嫌虚假
诉讼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敲
诈勒索罪等罪名，绥德县公安局依法
逮捕犯罪嫌疑人4名，2人在逃。

绥德侦破一起
“套路贷”涉恶案

身为村支书，却长期纠集他人插手村内工程项目，阻拦工地
施工，强揽工程，并向企业及个人强收管理费，攫取非法利益，形
成恶势力，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秩序。

日前，该村支书韦某某、村监委会主任刘某某、村监委会委员
高某某及村民杨某4名被告人，涉嫌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9月10日，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首次组成
7人合议庭，对该起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件进行公开审理。长安区
基层干部群众300余人参加庭审。

扫黑除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