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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赌场
二手车欺诈
套路贷……

深挖彻查！
宁波中院公布
全市法院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阶段性成绩单
昨天上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向社会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一年多来，宁波法院打击黑恶犯罪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公布全市法院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

城事 A05

宁波全市法院审结 20 起涉黑涉恶案件
宁波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卫华介绍，自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宁波两级法院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均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以及由业务骨干组成的涉黑
涉恶案件审理专职合议庭，并联合市检察院、公
安局出台关于“套路贷”
“ 恶势力”认定的规范性
文件，统一全市法院以及公检法之间司法标准。
在审判过程中，既突出打击重点，对首要分子、骨
干成员依法严惩，从快从严，已审结的 20 件案件
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21 人；又对作用较小
的从犯、初犯、偶犯人员依法从宽，做到当宽则
宽。
据悉，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4 月 12 日，宁波
两级法院一审受理涉黑恶案件 48 件 318 人（其中
涉黑案件 7 件 74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9 件 84
人，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件 32 件 160 人），一审审结

20 件 142 人（其中涉黑案件 2 件 29 人，恶势力犯罪
团伙案件 17 件 93 人，犯罪集团案件 1 件 20 人）；二
审受理 7 件 74 人（其中涉黑案件 1 件 28 人，恶势力
犯罪团伙案件 6 件 46 人），
已全部审结。
在江北法院审理的一起“套路贷 ”案件中，
2017 年 10 月，被告人梅某、张某、刘某在被害人康
某无力还款的情况下，采用转单平账的方式，诱骗
康某向梅某借款 12 万元，后以手续费、上门费、违
约金、滞纳金、中介费等名义从康某处收取额外费
用共计 16.9 万元。同月，被告人梅某、孟某、潘某
在被害人康某无力还款的情况下，采用转单平账
的方式，以康某的房产作抵押，出借 130 万元给康
某，再以保证金为由骗得康某 30 万元。法院结合
退赃悔罪等情节，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梅某等 5
人有期徒刑六年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 4
万元至 1 万元不等。

打财断血，
一个个犯罪集团被深挖彻查
据了解，宁波全市法院在依法审理过程中，充
分运用资格刑、财产刑，以摧毁、铲除其犯罪的经
济基础。已结 20 件案件中，共判处被告人财产刑
合计 596.1 万元，对 3 人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此外
还协调有关单位依法查封房产 9 处，冻结存款 850
余万元等。
在奉化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毛志龙等 28 人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以毛志龙为首的犯罪
集团在奉化当地以暴力或“软暴力”实施一系列违
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奉化的社会、经济、生活
秩序。奉化区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赌博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毛

志龙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 300 万元；以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等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杨某等 18 名被
告人十八年至一年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
60 万元至 1 万元不等的罚金；以开设赌场罪等分
别判处闫某等 9 名被告人四年六个月至十个月不
等的有期徒刑。
此外，宁波中院还制定了《关于加强涉黑恶犯
罪案件线索移交的通知》等文件，规范线索排查移
送，组织立案审判执行业务部门对涉黑涉恶线索
进行拉网式排查，并依托送达起诉书副本、开庭、
提审等刑事审判节点挖掘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延伸司法职能，助力基层组织建设，
精准打击涉黑恶犯罪

扫黑

据了解，宁波全市法院主动延伸审判职能，认
真排摸乡镇街道基层组织等部门的人员有无前科
劣迹、失信行为，累计审查基层党组织发展对象
369 人，对村“两委”
班子成员 1037 人、街道党工委
兼职委员推荐人选 55 人进行联审，为换届选举提
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把好第一关。余姚、镇海、象山、海曙、宁海等法院
向社会公布职业放贷人名录共计 150 名，切实防
范黑恶势力向民间借贷领域蔓延势头。
针对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的问题，
全市

法院及时有针对性地提出司法建议，已向公安、城
管、市场监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 5 份，
对宾馆、夜宵
摊、
市场监管、
协辅警管理等方面提出完善意见。
下阶段，全市法院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政治担当，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精准打击涉
黑恶犯罪，持续加大对黑恶势力及其背后“保护
伞”的深挖彻查力度，充分运用财产刑和资格刑，
摧毁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阻断黑恶势力向基层
组织渗透的企图，不断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
纵深发展。
通讯员 钟法 记者 陶倪

第一季度我市中心城区
空气质量优良率 87.8%
PM2.5 平均浓度
比去年同期下降 6.7%

本报讯（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陈晓众） 昨天，
市
生态环境局发布了 2019 年第一季度宁波市空气质
量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我市中心城区前 3 个月的
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87.8%。也就是说，
每 10 天几乎
有 9 天是空气质量为优或良的天气。更令人欣喜的
是，
备受市民关注的 PM2.5 平均浓度也比去年同期
下降了 6.7%，
每立方米的含量仅 42 微克。
2019 年第一季度，我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
良 率 为 87.8% ，其 中 ，优 天 数 为 24 天（比 例 为
26.7%），良天数为 55 天（比例为 61.1%），轻度污染
天数为 10 天（比例为 11.1%），仅有一天是中度污
染（比例为 1.1%）。
中心城区大气里的主要污染物中，PM2.5 平
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42 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6.7%；PM10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62 微克，比去年
同期下降了 4.6%；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8 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7.3%。
从全市范围来看，第一季度我市 14 个辖区的
空气质量优良率在 75.6%至 95.6%之间，平均为
87.1%；其中，优天数比例为 28.9%，良天数比例为
58.1%，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11.4%，中度污染天
数比例为 1.5%，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
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 4 个辖区分别是象山县、
大榭开发区、宁海县和奉化区，其中宁海县、奉化
区并列；相对较差的 3 个辖区分别是杭州湾新区、
江北区和慈溪市。

江北槐树公寓
启动电梯换新

这是全市首个
提取房屋
“养老金”
更换电梯的小区
“主机、主控已经到位，明天安装，预计今
年五一之前首部电梯可以用上了！”昨天下
午，当记者来到江北槐树公寓时，新上海物业
公司物业主任戴平龙指着放在槐树巷 8 号海
天楼门口的一堆堆大件电梯设备设施，高兴
地告诉记者。
记者从江北区住建局获悉，江北槐树公
寓海天楼一共有住户 114 户，两部电梯服役
了 22 年，这次电梯更换使用的是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
大大减轻了居民的加装负担。
海天楼的三幢高层中，仅海天楼缴纳了

槐树公寓海天楼的一部电梯正在加紧更换中。
槐树公寓海天楼的一部电梯正在加紧更换中
。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目前该幢楼的物业专项
维修资金约有 219 万元。更换两部电梯的费
用一共 98 万元，根据政策，政府能补贴一半，
也就是说，只要从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中
提取约 50 万元就够了。
江北区住建局物业办主任董克伦说：
“电
梯安全更换涉及小区居民的居住安全，
我们接
到海天楼居民提取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用于电
梯更新的申请后，立即特事特办，仅用了两天
时间，
70%的电梯加装款项就到账了。剩余的
30%将在电梯加装完成，
验收合格后拨付。
”
据了解，老小区利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更换电梯，
这在全市尚属首例。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张彩娜/文
记者 刘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