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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法院集中宣判4起涉恶势力犯罪案件

“养老”陷阱出“新招”
法院提醒：警惕变相高收益承诺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9月26日（总第7482期）

本院根据河南省信阳市建筑材料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定受理
河南省信阳市建筑材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13日指定清算组为
河南省信阳市建筑材料公司管理人。河南省信阳市建筑材料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10月13日前向河南省信阳市建筑材料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信
阳市浉河区礼节路19号信阳市物流管理中心；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
13949175533陈守宇；0376-6223453张蕊）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河南省信
阳市建筑材料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信阳市建筑材料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
携带的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木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定受理信阳市
木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13日指定清算组为信阳市木材公
司管理人。信阳市木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13日前向信阳市木
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礼节路19号信阳市物流管
理中心；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13837658411吴思昌；0376-
6223453张蕊）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信阳市木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木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
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外贸丝绸工业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
定受理信阳市外贸丝绸工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10日
指定清算组为信阳市外贸丝绸工业公司管理人。信阳市外贸丝绸工业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10日前向信阳市外贸丝绸工业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邮
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13939735526魏乃军;13303768673余东海）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信阳市外贸丝绸工业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外贸丝绸工业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者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食品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12日裁定受理信阳市食品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30日指定清算组为信阳市食品公司管理
人。信阳市食品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25日前向信阳市食品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
464000；联系电话：15978391104龚学军；13837663489杨世忠）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信阳市食品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食品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
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外贸粮油食品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20日裁定
受理信阳市外贸粮油食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30日指定
清算组为信阳市外贸粮油食品公司管理人。信阳市外贸粮油食品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25日前向信阳市外贸粮油食品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
464000；联系电话：18236289192李仁华；15237667766姚轲）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信阳市外贸粮油食品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外贸粮油食品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
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届时由管理
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外贸轻工工艺品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20日裁
定受理信阳市外贸轻工工艺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30日
指定清算组为信阳市外贸轻工工艺品公司管理人。信阳市外贸轻工工艺
品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25日前向信阳市外贸轻工工艺品公
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
局；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13623768066熊绍君；13607608171刘
德成）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信阳市外贸轻工工艺品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外贸轻工工艺品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
带的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商务包装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定受理信
阳市商务包装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10日指定清算组为信阳
市商务包装公司管理人。信阳市商务包装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
10日前向信阳市商务包装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
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13303760768
孙东昱；13083768548张玉华）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信阳市商
务包装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商务包装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
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外贸丝绸服装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12日裁定受理
信阳市外贸丝绸服装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30日指定清算组为
信阳市外贸丝绸服装公司管理人。信阳市外贸丝绸服装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10月25日前向信阳市外贸丝绸服装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信
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
15978561007陈龙；18697713297王中锋）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信阳市外
贸丝绸服装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外贸丝绸服装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
的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外贸纺织品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12日裁定受理信
阳市外贸纺织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30日指定清算组为信阳
市外贸纺织品公司管理人。信阳市外贸纺织品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
月25日前向信阳市外贸纺织品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

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15978561007
陈龙；18697713297王中锋）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信阳市外贸纺
织品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外贸纺织品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
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外贸茧丝绸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12日裁定受理信
阳市外贸茧丝绸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30日指定清算组为信阳
市外贸茧丝绸公司管理人。信阳市外贸茧丝绸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0
月25日前向信阳市外贸茧丝绸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
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15978561007
陈龙；18697713297王中锋）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信阳市外贸茧
丝绸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外贸茧丝绸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
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外贸茶叶土产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定
受理信阳市外贸茶叶土产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10日指定
清算组为信阳市外贸茶叶土产公司管理人。信阳市外贸茶叶土产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2018年10月10日前向信阳市外贸茶叶土产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
464000；联系电话：13303760768孙东昱；13083768548张玉华）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信阳市外贸茶叶土产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外贸茶叶土产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
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届时由管
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信阳市外贸轻工产品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6
日裁定受理河南省信阳市外贸轻工产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
年9月7日指定清算组为河南省信阳市外贸轻工产品公司管理人。河
南省信阳市外贸轻工产品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31日前向

河南省信阳市外贸轻工产品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
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
13623768066熊绍君；13607608171刘德成）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河南省信阳市外贸轻工产品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河南省信阳市外贸轻工产品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
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届时由管理
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外贸中南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6日裁定
受理信阳市外贸中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月7日指定
清算组为信阳市外贸中南有限公司管理人。信阳市外贸中南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31日前向信阳市外贸中南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
464000；联系电话：13569721853薛连昌；13903978668张建成）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信阳市外贸中南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外贸中南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
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届时由管
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6
日裁定受理信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
年9月7日指定清算组为信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管理人。信阳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31日前向信阳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
新五大道 66 号信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
18337606156洪莉；13569779796张开创）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信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信阳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
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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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9月 25日电 今天，
山东省济南市两级法院依法对4起涉
恶势力犯罪案件进行集中宣判：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胥英杰等7人恶
势力团伙案件作出二审裁定，历下
区人民法院对李守兴等8人恶势力团
伙案件、商河县人民法院对杨爱学
等3人恶势力团伙案件、济南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李成田等 9
人组织卖淫、协助卖淫案件分别进
行一审宣判。

1、济南中院：对胥英
杰等7人恶势力团伙案件作
出二审裁定

被告人胥英杰在谋取某品牌手机
代理权未果，遂对该品牌手机代理商
山东某电子有限公司驻商河办事处
（简称办事处） 进行报复，纠集人
员，形成了以胥英杰、王兵为纠集
者，以被告人王发鉴为骨干成员，
被告人张涛、张少周、陈大勇、张
建为积极参加者的恶势力团伙，多
次针对办事处及其员工实施一系列
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扰乱经
济和社会生活秩序，在当地造成了
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中胥英杰
指使王兵、王发鉴堵办事处门锁锁
眼多次；打砸办事处的车辆4辆，造
成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16793元；多
次威胁、恐吓办事处员工不得继续
在办事处工作，严重影响员工的工
作、生活及办事处的经营。被告人
胥英杰指使被告人王兵等 6 人持木
棍、橡胶棒殴打、威胁办事处员工 2
人 3次，致使被害人杨某某 2次轻微
伤。2018 年 8 月 16 日，商河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
处7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九个月到九年
不等的刑罚。

宣判后，公诉机关不抗诉，原审
被告人王兵、王发鉴、张建服判，不
上诉。原审被告人胥英杰、张涛、张
少周、陈大勇提起上诉。济南中院于
8月29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合
议庭经过阅卷，提审了所有上诉人及
原审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

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
法，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2、历下区法院：对李守
兴等8人恶势力团伙案件进
行一审宣判

9月25日，历下区法院公开宣判李
守兴等8人恶势力团伙案。被告人李守
兴犯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数罪并罚，判处有
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其他
七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六个月到八年不等的刑罚，其中3人并
处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3年至 2017
年，被告人李守兴担任济南市历下区
龙洞街道龙洞庄村民委员会主任期
间，在被告人李守兴组织、领导下，
以对历下区龙洞庄辖区内工程监督、
管理为名，成立以杨洪海 （另案处
理）、被告人王玉柱为核心，被告人李
维镇、马兴锋等人为骨干成员的济南
市历下区龙洞庄工程协会。李守兴组
织、领导被告人王玉柱、李维镇、马
兴锋及杨洪海等人，多次纠集村民，
采取堵门、强迫停工等方法，向华隆
置业、润昌园林等施工单位，非法强
行索要补偿款或承揽部分施工项目，
金额达 890 余万元。2017 年 4 月至 5 月
期间，被告人李守兴，以解决村民自
养地问题为名，多次纠集被告人王玉
柱、李维镇、马兴锋、周明华、高爱
红、孙元芝、赵宗海等人开会预谋，
并采取村民大会鼓动、微信号召、相
互串联、挨户通知的方式，组织、煽
动村民到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办
公地成城大厦静坐、围堵。在村民对
成城大厦围堵期间，工作人员因被迫
翻墙外出导致摔伤；成城大厦内多家
单位无法正常经营，办公秩序受到严重
影响，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守兴、
王玉柱、李维镇、马兴锋强拿硬要他人
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
滋事罪；以胁迫手段，强迫他人接受服

务，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强迫交
易罪。被告人李守兴、王玉柱、李维
镇、马兴锋、周明华、高爱红、孙元
芝、赵宗海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
重，致使工作、营业无法进行，造成严
重损失，其中被告人李守兴系首要分
子，被告人王玉柱、李维镇、马兴锋、
周明华、高爱红、孙元芝、赵宗海系积
极参加人，其行为均已构成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
告人李守兴、王玉柱、李维镇、马兴锋
犯数罪，依法予以数罪并罚。法院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3、商河县法院：对杨爱
学等3人恶势力团伙案件作
出一审宣判

9月25日，商河法院对被告人杨爱
学等3人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件作出一审
宣判。以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判处
被告人杨爱学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以敲诈勒索罪判
处被告人杨航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以敲诈勒索罪判
处被告人李振虎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被告人杨航、杨爱
学、李振虎纠集在一起，在民间借贷领
域，以单方认定违约、虚增债务等方
式，敲诈勒索借款人财物四起，勒索人
民币 5万余元。2017年 6月，被告人杨
爱学等人在KTV 唱歌时因结账费用问
题发生争执，进而随意殴打服务员马某
某、王某等人，致使二被害人轻微伤。
被告人杨爱学、杨航、李振虎三人的犯
罪行为，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在
当地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
恶势力。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的犯罪事
实、性质、情节、对社会危害程度等，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4、高新区法院：对李成
田等9人恶势力团伙作出一
审宣判

9月25日，济南市高新区人民法院

依法对李成田等9人涉恶势力犯罪案
件作出一审宣判。以组织卖淫罪判处
被告人李成田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
金四十万元。以组织卖淫罪、协助组
织卖淫罪分别判处其他8名被告人一
年两个月到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至
3月，被告人李成田在济南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开办舜华足享足疗店作
为聚集场所，并同时租用济南高新
区的两处住宅作为卖淫场所，纠集
被告人邵振华、刘晓、马某某，雇
佣陈付强等5人，对被告人短暂培训
后，通过“陌陌”等聊天软件，组
织张某、郑某等数名卖淫人员，在
租用场所或嫖客指定场所，进行数
百次的卖淫活动并从中牟利，并按
比例分成。3月 5日晚，在济南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某小区内，被告人
李成田、邵振华、马某某等人，两
次殴打因嫖资支付问题与卖淫女产
生纠纷的刘某某，致其轻微伤，事
后又用刘某某手机与其朋友通话，
进行勒索（未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成
田等9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组织
多名卖淫人员多次从事卖淫活动，
因嫖资支付问题，采用暴力手段殴
打刘某某致其轻微伤，并进行勒
索。被告人李成田等人的犯罪行
为，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败坏社会风气，造成较为恶劣
的社会影响，形成恶势力。综合考
虑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
节和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危害
程度，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在扫黑除恶“山东战役”济南战
场向纵深推进之际，济南法院在对 8
起涉恶势力犯罪案件宣判之后，今
天，又对4起涉恶势力犯罪案件进行
集中宣判，有力震慑了涉黑涉恶及各
类犯罪，彰显坚决打赢扫黑除恶“山
东战役”的力度和决心，对维护省会
济南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起到了有力的促进
作用。

（李锦铭 袁 粼）

本报讯“高回报、低风险”成为吸
引老年群体签订所谓委托理财合同的
常见套路。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以承诺提供养老服务
作为变相高回报，吸引老年群体投资
的案件，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要求返
还投资本金及现金消费补贴的诉请。

年近 70 岁的王老太与被告爱晚
公司签订了《养老服务协议》，协议
约定：在协议的一年有效期内，王老
太可以选择入住爱晚公司在全国范围
内经营的养老服务连锁基地。该基地
可以提供生活起居、文化娱乐、康护
保健、每日三餐等项目，上述服务期
限为 20 天。王老太只需要向爱晚公
司一次性支付履约保证金 10 万元及
综合年费500元。协议有效期内，若
王老太接受基地提供的住宿、餐饮、
景点观光等服务，相关费用爱晚公司
会直接从王老太支付的保证金中予以
扣除。如果王老太不需要支付相关费
用，爱晚公司在协议期满后 10 日内
全额退还王老太支付的保证金。

同时，双方签订的《产品补充协
议》约定：若王老太及其指定人员选择
未入住养老服务连锁基地，协议期满
后，爱晚公司将给予王老太所交纳保
证金年化收益率8%的现金消费补贴。

上述协议到期后，爱晚公司称因
其资金问题无法如期兑付本金，并向
王老太出具还款计划，承诺分期支付
投资本金及承诺的现金消费补贴。后
王老太多次催告未果，并已无法联系
到爱晚公司，故将爱晚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其依约履行还款承诺。经法院公
告送达应诉材料，缺席审理此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此类案件
中，涉案被告及双方签订的协议存在
以下特征：第一，以变相高收益为诱
饵，以老年群体作为主要融资对象；
第二，融资主体欠缺相关资质，收取
款项后无法按期返还本金及支付投资
收益；第三，如出现到期无法兑付的
情况，一般以承诺分期还款或者提高
回报率等方式要求投资者延长投资期
限。本案中，所谓的“养老服务”及
现金消费补贴就是吸引老年群体投资
的变相高收益承诺。与之前简单的高
回报率宣传不同，双方签订的养老服
务协议，采用了一种变相承诺高息的
方式，给予投资者选择权，可以选择
消费抵扣投资，也可以选择不消费从
而收取高回报。这样的宣传方式更容
易使得老年群体放松警惕，最终上当
受骗。最后，法院支持了原告王老太
的诉请。 （海 宣）

本报讯 欠债还钱本来是天经地
义的事情，但如果为了要到钱，不惜
采取过激的方式强行索债，则很可能
钱没有要到，自己还落得身陷囹圄的
下场。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
院审理并宣判了南通地区首例“地下讨
债队”软暴力帮债主讨债案。被告人刘
某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有期徒刑 5年，
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人王某、管某
因犯寻衅滋事罪分获二年和三年六个月
有期徒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缪某 （另案处
理） 与被害人曹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
纠纷。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曾于
2016 年 7 月作出民事判决，判定被害
人曹某和顾某在判决生效 10 日内，向
缪某支付货款人民币近 18 万元及逾期
付款损失，曹某和顾某互负连带清偿
责任。

判决生效后，曹某和顾某未能履
行。缪某多次催要无果，听说被告人刘
某平时以帮他人讨债为业，在当地还小
有名气，遂通过朋友联系上被告人刘
某，并请他专门向曹某索债。后刘某联
系被告人王某、管某共同向曹某追索债
务。2017 年 4 月 20 日，缪某与被告人
刘某、王某签订了委托书，委托二人等
向曹某催要欠款，并向他提供了资金。

后被告人刘某、王某、管某、“小
东北”（另案处理） 经共同计议，先后
6次采用请艾滋病患者恐吓、喷泼油漆
和粪便、撒纸钱等方法，向曹某索债，
严重影响了曹某及其家人、曹某的生意
合作伙伴王某等人的正常工作与生活，
其中刘某、王某参与实施作案6次，造
成损失共计人民币 6065 元，管某参与
实施作案 3 次，造成损失共计人民币

4939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纠

集王某、管某等通过极端手段索债，
情节恶劣，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三
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且三被告人共同
实施寻衅滋事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均
起主要作用，均为主犯，遂作出上述
判决。

（陈向东 李振男）

使用喷泼油漆、粪便、撒纸钱等方法帮人讨债
南通三被告人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刑

“债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一
定要理性合法，不能采取极端、暴力
等非法手段，如伤害债务人、非法拘
禁、非法聚众闹事、毁坏债务人财

产、堵门及其他影响社会、单位正常
生产、生活、经营秩序等，均会触犯
我国的刑法。”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副院长杜开林介绍说，暴力讨债的黑

恶势力已被国家列入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打击对象，法院根据不同的情形
和造成的后果，对涉案被告人处以有
期徒刑及以上的刑罚。

杜开林提醒，债务人应诚实守信，按
约定的时间及时履行相关债务。同时，
债权人要使用合法的方式进行追讨，切
不可相信社会上的一些讨债公司或采取
非法方式讨要债务，以免得不偿失。

理性合法讨债，切忌触犯法律
■连线法官■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温 萱）近日，为了最大限度地
遏制电信诈骗犯罪蔓延势头，提升市
民的防范意识，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联合瓯海、乐清、瑞安、平阳、苍
南等地法院集中宣判了7宗涉电信诈
骗的刑事案件，45名被告人获刑。

集中宣判的 7 宗涉电信诈骗案
件，诈骗手段日趋多样。温州中院宣
判的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该犯罪
集团实行集中食宿、统一管理，内部成
员各有分工，分为“电脑手（键盘手）”，
一线、二线、三线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等
层级。其中，一线话务员分别冒充中
国电信、中国邮政、医保等单位工作人
员，以对方涉及手机发送违法信息、银
行信用卡透支、使用医保卡取得违禁
药品等理由，误导对方个人信息可能
已泄漏或身份被冒用，引导被骗人员

“报警”，并将通话转接至二线话务员；
二线话务员使用改过号码的电话假冒
犯罪地公安民警，以进一步骗取被害

人信任，通过制作电话笔录的形式骗
取被害人名下的银行卡账号、余额等
信息，并以协助被害人清查银行账户
上的资金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三线话
务员；三线话务员假冒检察官或公安
机关科长、队长，虚构被害人的资金需
要通过清查以证清白，诱骗被害人通
过转账或缴纳保证金等形式把钱汇入
指定账户等，最终完成诈骗行为。在
诈骗成功后，由“车商”快速将骗得的
款项分散转至各子银行卡，再予提现；
此外，有专门的网络技术人员负责网
络的维护，有专门的人员每天提供“菜
单”，即公民个人信息，交由一线人员
拨打诈骗电话。

温州法院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加
大打击力度，严厉惩处电信诈骗犯罪，
2015年至 2018年 6月，全市两级法院
共审结一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19
件，涉案435人，其中有期徒刑10年及
以上 55 人；5 年及以上、10 年以下 71
人；3年及以上、5年以下171人。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刘 连）安徽泗县一对夫妻对法
院生效判决置若罔闻，在法院强制执
行期间陆续将自家养殖场饲养的生猪
出售，却拒绝履行 6.3 万元的还款义
务。近日，泗县人民法院以刘某犯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十个月。其夫孙某早在 2014 年就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刘某、孙某夫妻二人因借款与陈
某、刘某产生纠纷，诉讼期间泗县法院
裁定对刘某名下的 11 间房屋及猪舍
予以查封。2013 年 4月，法院判决刘
某、孙某偿还两位债权人 10.3万元本
金及利息。

判决生效后，二人置之不理，进入
强制执行程序后，法院于2013年6月、
9月对刘某、孙某分别司法拘留 15日
和10日。从拘留所出来后，夫妻二人
立即还款4万元。执行人员以为二人
幡然醒悟，谁知随后又“夫妻双双把穷

喊”，再也不还余款。同年10月，泗县
价格认证中心对涉案房屋和猪舍进行
认证，认定总值17万余元，但因该土地
为集体土地，房屋为小产权房，无法进
行司法拍卖。法院查封房产时，猪舍有
生猪 200 多头，孙某悄悄出卖了一部
分，到 2014年 3月还有生猪 54头。在
法院强制执行期间，夫妻二人售卖生猪
所得收入，一分也未用于偿还欠款。
2014 年 9月，泗县法院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2016年12月，一直在外地躲避执
行的刘某向公安机关投案。庭审中，
刘某承认，2014 年她家存活生猪 54
头，出卖后得款6万多元，全部挪作他
用。法院认为，刘某对人民法院的判
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
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遂作出上述判决。刘某不服一
审判决提起上诉，被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卖了生猪拒不还款 夫妻先后获刑十月

温州集中宣判7起电信诈骗犯罪
45名被告人获刑

扫黑除恶在行动·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