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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关注

通城警方打掉一涉黑团伙 60 余名团伙成员被依法处理

“90 后”黑老大覆灭记

在您身边
的银行
咸宁市咸安区长安大道 166 号
0715-8233909

●记者 程昌宗
●特约记者 张恒
通城、武汉两地医院
的医护人员“接力”报警，
一起枪伤案件引起通城警
方高度关注。
顺 藤 摸 瓜 之 下 ，一
个 盘 踞 通 城 多 年 、作 案
多起的涉黑团伙渐渐浮
出水面。
昨日，通城县公安局
披露，经过一年多时间专
案侦查，警方打掉一个以
当地无业人员李成为首的
涉黑团伙，该团伙涉及刑
事 案 件 13 起 ，团 伙 成 员
60 余人先后被抓获归案。
办案民警介绍，团伙
成 员 中 绝 大 多 数 为“90
后 ”后 成 员 ，8 人 因 涉 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已于日前审理判
决。团伙中其他成员也受
到法律相应制裁。

雨夜枪案，
牵出幕后黑影
2017 年 2 月 20 日晚 9 时
许，通城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
心报警电话急促响起。县城某
医院医护人员报警称一名疑似
受枪伤人员前来就诊。
民警赶到医院时，医护人
员称伤者为一男子，
左臂、左脸
及下颌部位有多处创口，因伤
情严重已与同伴自行离开，疑
似去武汉就诊，具体去向不详。
4 个小时后，武汉陆总医
院的夜间值班医护人员拨通了
110 报警电话，称一名疑似受
枪伤的通城籍男子来此就诊。
接省公安厅 110 指挥中心
平台指令后，通城县公安局办
案民警连夜冒大雨赶赴武汉，
并在医院找到了已由武汉警方
先行控制的受伤男子。
医护人员从男子的创口处
累计取出十余颗小铅弹，而受
伤男子对受伤经过要么闭口不
言，要么乱说一气。
通过视频监控及身份信
息，警方锁定了伤者的身份，通
过外围调查掌握了其在通城与
崇阳交界处某赌场冲突中受伤
的基本事实。
2月20日晚，
伤者随同其他
6车人共20余名男子携带砍刀、
鱼 叉 等 凶 器 前 往 赌 场“ 冲 场
子”
。对方多人受伤，狗急跳墙
之下，
有人拿出了疑似霰弹枪类
的枪支并开了一枪，
伤者躲避不
及中枪受伤，
同伙成员忙带着他
赶去县城医院救治，
因伤势严重
又赶往武汉陆总医院。
警方梳理线索后，一个名
叫李成的通城籍男子进入警方
视线。

心狠手黑，
“90 后”
强势“出头”
提及李成，在通城县曾是名噪一时
的“人物”。幼时因事故一只眼睛失明，
后混迹社会，绰号“瞎子成”，因心狠手
辣、行事诡异而小有名气。
2008 年，李成加入当地人续某（后
被另案处理）为首的闲散人员团伙，很
快成为主力干将。2009 年，在团伙“选
举”时，未能如愿当选“二把手”的李成
“负气出走”
离开通城前往江苏。
2011 年，
续某因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时年 21 岁的李成闻讯后潜回通城，
并收
集续某
“旧部”
张国栋、
王浩等人，
招来其

他社会闲散人员，
在通城开设赌场、
暴力
讨债、
插手民间纠纷等获取非法利益。
2014 年，原续某团伙组织成员吴
亚洲、黎建刑满释放后，李成专程为二
人接风洗尘，并将二人收拢进团伙。自
此，以李成为组织领导者、张国栋等人
为骨干成员、黎建等人为积极参与者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进一步壮大。
当年9月，
李成团伙成员因民间高利
贷纠纷，
在通城闹市区街头持砍刀、
鱼叉
将刑释人员陈某砍成轻伤二级，还公然
扬言
“谁来帮忙就砍死谁”
，
一时间，
李成
在通城声名鹊起，
对外号称
“血洗集团”
。

此后，
当地一葛姓
“混混”
（后被另案
处理）在通城与崇阳交界处开设赌场，
并
放话“我在的地方，李成搞不下去”。次
日，
李成随即组织在该处也开起一赌场，
并打电话给葛某称
“我已经来了”
。当晚，
葛某邀约20余人前往李成开设赌场处闹
事，
被早有准备的李成团伙
“击退”
。消息
传出去后，
李成团伙更是名噪一时。
警方介绍，自 2014 年以来，该组织
在通城县作案多起，仅 110 接处警中涉
及该团伙成员的扰乱社会秩序警情高
达 107 起，刑事案件 13 起，团伙成员共
致 2 人重伤，5 人轻伤，9 人轻微伤。

恶行累累，团伙作恶一方
虽然只有 20 多岁的年龄，李成着
力偿还被李成安排人将其非法带至某
实诡计多端。团伙内遇事只安排三名
酒店写下 5 万元欠条，直至次日肖某的
骨干成员出面，再由骨干成员带人去实
母亲凑来 5 万元才放人离开。
施。此间，团伙成员多次受到公安机关
警方介绍，李成因寻衅滋事到案
打击处理，李成也因赌博、故意伤害、寻
时，在其家中搜查出的高利贷欠条就有
衅滋事被警方分别打击处理过三次。
数十万元之多。
为支撑团伙成员开支，李成安排成
此外，李成还在团伙内实施严格的
员通过开设赌场、非法放高利贷、追债 “家法”
：
出去
“做事”
要请示老大、
团伙成员
等方式大肆敛财，通过请团伙成员吃喝
不能冲撞老大、
跟了李成后不能跟其他人
玩乐、给零用钱等方式强化管理控制。 ……2016 年，
团伙成员聂某跟随团伙外
例如团伙成员张国栋等人负责在赌场
的成员李某去赌场放高利贷，
李成获悉后
放高利贷，每天可以获取 200 至 500 元
十分震怒，
当晚即组织人实施下跪、
抽耳
不等的“工资”。而赌客肖某曾在李成
光等
“家法”
，
团伙成员吴某因对李成不敬，
所开设赌场内借了 2 万元高利贷，因无
被李成用铁棍打成轻伤后逐出团伙。

李成常组织团伙成员训话，
强调
“出
去打架打不赢就不要回来见我”
，
当团伙
人员在外吃亏后，
其他成员都要积极
“复
仇”
。团伙成员李某被黎某等人砍伤，
李
成指示聂某、
刘某等人将黎某砍成轻伤，
并筹集费用组织聂某等人外逃。
为了维护组织利益，李成团伙还准
备了数十把一米多长的砍刀，并由团伙
成员吴某集中保管。李成则在其家中公
用的楼梯间下安装铁门囤放钢管、铁棍
等凶器，
周边邻居见到李成避之不及。
警方介绍，多名受害人和群众害怕
报复，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也给警方的
侦破公安带来了一定难度。

多行不义，难逃法网恢恢
2018年3月，
李成因寻衅滋事罪被通
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2017
年8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
原以为几个月之后“又是一条好
汉”的李成并不知道，他已经被警方盯
上很久了。
2018 年 5 月 29 日，也就是李成即
将面临第三次出狱的前两天，李成再度
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
通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这一次，他是
真的
“栽了”。
办案民警透露，5 月初，李成曾在
牢狱中见到另外一团伙的成员，并了解
到他是因为涉黑案件“进来的”，李成当
时就情知不妙，
面如土色。

到案后，李成几乎是以“零口供”方
式应对了审讯过程，但是再狡猾的狐狸
也逃不脱好猎人的手心。办案民警介
绍，由于案情复杂，办案难度较大，专班
民警从前期侦查到正式立案调查直至
结案用了一年多时间，该团伙调查案卷
合计 39 本，累计近 7000 页。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时，李
成等 8 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
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一案在通城县
人民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成伙同
多人形成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该组织
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

干成员固定，分工明确，并且有组织的
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了大量的违法
犯罪活动，为非作恶，称霸一方，严重破
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给当地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该犯罪组织应依法认定为
黑社会性质组织。
通城县人民法院综合考量各被告
人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
度，对组织者、领导者李成数罪并罚，判
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对参与者张国栋数罪并罚，判处
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
币十万元，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对其余
参与者 6 人分别判处四年六个月至一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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