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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宁波交出满意答卷

累计打掉涉黑涉恶团伙 640 余个
运用大数据助力扫黑除恶的经验在全国推广
昨天下午，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市公安机
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情况：三年来，全市公安机关锚定
“宁波无黑”总目标，累计打掉涉黑涉恶团伙 640 余个，其中涉
黑团伙 32 个，抓获团伙涉案人员 6800 余人，破获相关案件
7300 余起。
同时，运用大数据助力扫黑除恶的经验做法被公安部刑侦
局在全国推广，提升建筑渣土管理规范化水平、严打整治二手车
交易黑恶违法犯罪、大幅提升惩防“套路贷”犯罪成效等一批经验
做法在全省推广。
三年来，宁波公安始终坚持最大力度，多主题开展高频打击。
在“二手车”交易领域，宁波公安积极会同法检部门形成执法共识，并
在市政府牵头下，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打掉象山张某东、江北彭某辉等
该领域涉黑涉恶团伙 24 个，抓获涉案人员 337 人，全市涉二手车交易
警情下降 80%以上，
市场交易秩序明显好转，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在利润空间巨大、黑恶势力潜藏较深的渣土工程领域，宁波
公安充分运用大数据等资源手段，深度挖掘、全链打击涉案团
伙以及隐藏幕后的利益关系网，累计打掉镇海徐某亮、北仑李
某永等该领域涉黑涉恶团伙 21 个，抓获涉案人员 356 名，形
成的渣土工程领域整治
“宁波经验”
在全省推广。
在以民间借贷为幌子的“套路贷”领域，宁波公安创
新推出打击“套路贷”违法犯罪的“五记组合拳”，累计
打掉该领域涉黑涉恶团伙 245 个，抓获涉案人员 889
名。特别是在去年，宁波打击“套路贷”
绩效居全国 32
个省会市、计划单列市第一名。
近期，宁波公安还紧盯黑恶势力向信息网络空间
蔓延的趋势，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43 个，其中涉及
网络“裸聊”
、网络“套路贷”
、网络赌博等信息网络领
域涉黑涉恶团伙 27 个，有效震慑了黑恶势力向信息
网络空间滋生蔓延。
另外，宁波公安创新推出二维码、网上平台等渠
道，畅通 24 小时举报接待途径，并在全省较早制定
执行群众举报奖励机制，三年来，兑现群众举报奖
励 202.5 万元。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孙波 王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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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公安通报 4 起
扫黑除恶典型案例
揽工程嫌疑，给当地社会百姓造成恶劣
影响。对此,慈溪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
2018 年 12 月，鄞州公安结合历年警
组，逐步掌握以胡某峰为首的一个涉及
情研判分析和匿名群众来信反映，发现
建筑行业垄断招投标领域的犯罪团伙。
近年来以江西籍鲁某珍等人为首的犯罪
当年 5 月 9 日，专案组在前期侦查的
团伙，在鄞州区姜山镇从事敲诈勒索、故
基础上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当场抓获胡
意伤害、寻衅滋事等暴力行为。当地群
某峰、鲁某某、吴某某等犯罪嫌疑人 10 余
众谈
“江西小鲁”
为之色变。
人，后经过追逃、深挖，共抓获该犯罪团
为尽快摧毁该涉黑恶团伙，
净化社会
伙成员 40 余人，成功打掉了盘踞在慈溪
风气，
2019 年 5 月，
鄞州公安分局出动警力
多年的涉黑涉犯罪团伙。
100 余人，
在江西、
贵州等地分头对鲁某珍
经查，该团伙主犯胡某峰前科累累，
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展集中抓捕。此次集中
早年因打架斗殴被判刑。出狱后，他伙
抓捕行动一举抓获该团伙骨干人员 20 余
同鲁某某等人网罗狱友及社会闲散人
人，
扣押车辆1部，
查扣资金100余万元。
员，开始在慈溪坎墩及城区多地开设地
该涉黑恶团伙主要成员落网以后， 下赌场，非法获得了第一桶金，并以此为
专案组立即后续调查全面铺开，并组建 “启动资金”
开始
“放高炮”、
暴力讨债。
抓捕小分队对新浮出的团伙成员进行分
随着慈溪乡镇新城建设的发展，
胡某
批次抓捕。据查证，该犯罪团伙涉案人
峰又把黑手伸向工程领域。为强行插手
员近 40 人，涉及开设赌场、寻衅滋事、故
本地建筑工程，胡某峰威胁企业主、胁迫
意伤害、非法拘禁、抢劫等案事件 50 余
工程项目经理，
甚至暗派打手在招投标中
起，
非法获利 100 余万元。
心殴打投标人。就这样，
胡某峰通过非法
控制，
逐步垄断了当地建筑工程行业。

鄞州打掉鲁某珍涉黑犯罪团伙

奉化打掉王某军恶势力犯罪集团

2019 年年初，
奉化公安分局接群众报
案称其在某网贷平台上借款，
被收取高额
利息等费，
后其本人及亲友被催债人员威
胁骚扰，
影响正常工作、
生活。该局迅速抽
调多部门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取
证，
同时发现省内还有多起类似案件发生。
通过一段时间的侦查，
基本查明该团
伙的作案方式，
是一个典型的有组织实施
“套路贷”的违法犯罪团伙。借款人会被
要求在手机内安装注册专门的网贷 APP
软件，依据借款人的资产、信用等情况系
统在后台进行
“风险评估”
，
在
“风险评估”
时系统会获取借款人手机权限上传通讯
录至网贷平台，
以此秘密窃取受害人的个
人信息、
通讯录，
便于日后实施催讨。
2019 年 8 月 20 日，奉化公安分局组
织 200 名警力从奉化出发赶赴武汉开展
收网行动。次日上午 10 点开展统一收网
行动，当场抓获以王某军为首的犯罪嫌
疑人 115 名。据了解，本案系奉化公安分
局有史以来一次性出动警力最多、抓捕
人数最多的一起案件。

慈溪打掉胡某峰涉黑犯罪团伙
2019 年初，慈溪市公安局在工作中
发现，慈溪市坎墩街道的胡某峰存在强

宁海打掉蒋某军涉黑犯罪团伙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宁海
县公安局通过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
点领域组织开展深度涉黑涉恶线索排
摸，发现以蒋某军为首的犯罪团伙对宁
海县工程领域造成严重的干扰破坏，遂
立即调相关部门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开
展专案经营，并于 2018 年 8 月 9 日对蒋某
军等人涉嫌犯罪进行立案侦查。
经查，以蒋某军为首的有组织犯罪
团伙，以翔运土石方公司名义参与宁海
县工程建设，通过暴力威胁、阻挠施工、
恶意举报等手段，强迫其他建筑公司向
其转让工程。若其他建筑公司迫于压力
同意让步，该团伙采取坐地起价、拖延工
程进度等手段，实施敲诈勒索行为；若其
他公司不肯让步，则纠结人员以暴力手
段阻挠施工，以此达到敛财等目的。近
年来，基本上垄断了宁海城区中山路以
南、
桃源路以东地域的土石方建筑工程。
2018 年 8 月 29 日凌晨，宁海县公安
局出动 130 余名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2 小时内抓获包括主犯蒋某军在内的全
部 13 名目标犯罪嫌疑人，查扣房产 1 处、
车辆 2 辆、
冻结涉案资金 140 余万元。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孙波 王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