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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涉黑涉恶犯罪人员1581人
□记者 范洪雷

13日，记者从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
逮捕涉黑涉恶犯罪案件537
件1581人，提起公诉160件
902人。自8月30日以来，受理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涉黑
涉恶犯罪案件114件369人，
批准逮捕71件223人。会上，
还通报了近期多起扫黑除恶
典型案例。

独霸景区驱赶其他商户

9月3日，青岛市市南区
人民检察院以徐某民、周某
慧涉嫌寻衅滋事罪，陈某民
涉嫌寻衅滋事、贩卖毒品罪，
郭某涉嫌窝藏、容留他人吸
毒罪，依法批准逮捕上述犯
罪嫌疑人。

2015年以来，徐某民伙
同周某慧等纠集多人在五四
广场沿海垄断兜售“老冰棍”

“泡泡器”等商品，驱逐外来
商贩，欺行霸市。

今年6月24日，徐某民因
不满商贩徐某某在该区域售
卖同类商品，纠集他人将徐
某某殴打致轻微伤。此外，犯
罪嫌疑人徐某民、陈某民等
人，均系累犯且有多次犯罪
前科。

高利放贷借3万收回13万

8月31日，招远市人民检
察院以涉嫌非法拘禁罪、敲
诈勒索罪依法批准逮捕犯罪
嫌疑人兰某平、孙某、韩某、
崔某飞。

据了解，2016年6月份以
来，犯罪嫌疑人兰某平伙同
孙某等人以“晨晖车行”名义
通过砍去头月利息、重复打
借条、签订租房合同等套路
对外非法高利放贷。

其间，为追讨贷款及高
息，犯罪嫌疑人兰某平纠集
多人，对被害人及其家人多
次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现查明，该团伙共计非法放
贷3万余元，暴力收回贷款及
利息13万余元。

非法稽查垄断猪肉市场

9月7日，日照市人民检
察院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等14个罪名对
张某玉等19人依法提起公
诉。

1999年，以张某玉为核
心的张氏三兄弟承包了日照
市海曲西路的老果品市场，
为争夺商户，纠集多人“站场
子”，并通过拦截、恐吓、殴
打、威胁等手段多次强迫其
他市场的商户到老果品市场
经营。为扩充经济实力、维护
非法利益，该组织于2005年
收购日照市方鑫食品有限公
司，后以查扣私屠滥宰的猪
肉为名，招揽社会闲散人员，
非法成立“方鑫稽查队”，垄
断日照市城区猪肉市场。

2007年至2009年，张某
玉等人又成立多家公司，对
商户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
易等违法犯罪行为。

据介绍，张某玉黑社会
性质组织大肆实施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54起，其中涉嫌敲
诈勒索罪20起、寻衅滋事罪
17起、强迫交易罪5起，另还
涉嫌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
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等
10个罪名12起违法犯罪行
为。

强揽工程致项目延期

9月6日，青岛市黄岛区
检察院以强迫交易罪、寻衅
滋事罪对薛某农等6人依法
提起公诉。

2017年3月至2018年2
月，在首要分子薛某农的领
导下，形成了一个恶势力犯
罪集团。该集团在黄岛区中
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
建井冈山路小学建筑项目建
设过程中，不允许其他同行
业人员参与竞争或阻止项目
施工。

为获取非法利益，用农
用车堵门、锁门，持凶器随意
殴打他人等方式寻衅滋事，强
迫交易十多次，交易金额达
195 . 8万元，造成该项目的沙
石原料供应商不敢正常供料，
导致该项目工期不断延误。

□首席记者 吴永功

今年3月份，胡德华在某五星级酒店庆祝六十大寿的视频
在网上疯传；几个月后，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以胡德
华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被济南警方拿下。9月13日，济南公安召
开新闻通报会，对胡德华涉黑犯罪团伙令人发指的恶行大起
底：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胡德华犯罪团伙故意伤害、随意
砍人、霸占房产、插手民间债务、把控石料厂疯狂牟利……随
着该涉黑犯罪团伙的覆灭，不少曾被欺侮过的市民终于长舒
了一口气。

年轻时就屡次犯案 胡德华涉黑团伙覆灭

今年以来，随着全国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启幕，涉及黑
恶霸痞的线索逐渐汇集到警方
手中。2018年4月，济南市公安
机关接到市民举报线索，反映
胡德华有涉黑犯罪行为。济南
市公安局高度重视，抽调精干
力量迅速成立专案组。专案组
综合运用多种侦查手段，经缜
密侦查，获取大量证据，于近日
实施集中抓捕，在胡德华家附
近将其抓获，一举打掉了这个
黑恶犯罪团伙。

犯罪嫌疑人胡德华，男，60
岁，居住于济南市天桥区柳行
小区。今年3月胡德华60岁生日
这天，他在靠近市中心的某个
五星级酒店举办了声势浩大的
六十大寿喜宴，被人拍了短视
频后在网上传播，一时引发热
议。据了解，不少市民收到请帖
后，慑于他的恶名不得不前往，

可谓哑巴吃黄连——— 有苦难
言。

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
支队长徐克敬告诉记者，胡德
华从20多岁就屡次犯事被打击
处理。1979年他因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1980年，
因犯盗窃罪被执行有期徒刑2
年；1986年因故意伤害被劳动
教养3年；1996年因流氓罪、抢
劫罪、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16年。

经警方查明，自1996年以
来，胡德华纠集多名有犯罪前
科人员，实施故意伤害、寻衅
滋事、聚众斗殴、强迫交易、
敲诈勒索等多种犯罪行为，
并大量插手各类纠纷，严重
扰乱了社会秩序。目前，公安
机关已对该犯罪团伙中的40
余人采取强制措施，冻结涉案
资金80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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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驾与出租车刮擦 他拿出大刀砍向对方

“从年轻一直到现在，这
么多年来，胡德华的人生哲
学就是：我不动手干别人，别
人就会干我，所以我要先动
手。”徐克敬在谈到案情时表
示，在被警方抓获之后，胡德
华对自己的这一作风直言不
讳。

胡德华在路上看到谁不顺
眼，甚至毫无缘由就下手施暴。
2017年8月25日凌晨，胡德华
参加饭局后酒驾回家，途中
与一辆出租车刮擦。下车后，
他 与 出 租 车 司 机 发 生 了 争
执。胡德华转身从车里掏出
一把砍刀，冲着出租车司机
卢某的头部就砍，砍伤对方
之后，胡德华继续冲着出租车

一阵乱砍。吃了大亏的出租车
司机原本想讨个说法，得知是
胡德华之后便主动放弃追究法
律责任。

2015年5月29日凌晨，胡德
华驾车行驶到历城区逸东花园
小区门口时，恰逢市民信某、才
某与保安发生争执，保安拒绝
放行。人在车内的胡德华不知
道外边发生了什么，看前边两
人不顺眼，他立即拿出砍刀就
下了车。没有说一句话，胡德华
突然就冲着信某、才某施暴，将
二人砍伤。

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
大队大队长程增豹说，在胡德
华身上，无缘无故持刀施暴的
案子还有不少。

插手民间纠纷 霸占房产价值2亿多元

2016年初，在济经商的赵
先生与刘先生发生了债务纠
纷。2016年4月，赵先生托人找
到了胡德华，希望利用胡德华
的恶名来迫使刘先生还债。

胡德华随后指使手下来到
刘先生家里实施恐吓、威胁，并
强行扣留了刘先生价值100多
万元的豪车。

无计可施，刘先生只能低
头。他找到中间人搭桥，给胡德
华送礼，希望胡德华不要介入
这场纠纷，胡德华口头上答应，

但实际并没有收手。此后，他一
直扣留着刘先生的豪车，并开
口要价20万元，最终刘先生拿
出10万元息事宁人。

“涉案的十多辆宝马、奔
驰，都是胡德华涉黑犯罪团伙
用赃款购买或者强行霸占的。”
承办此案的济南市公安局历下
分局刑警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
杜伟说，胡德华涉黑犯罪团伙
还使用各种软暴力、硬暴力以
及虚假诉讼等方式霸占房产、
地产13处，总共价值2亿多元。

起底胡德华
当街砍人霸占房产，岳父也被他害死……

济南公安通报胡德华涉黑团伙恶行

胡胡德德华华涉涉黑黑犯犯罪罪团团伙伙覆覆
灭灭，，图图为为看看守守所所里里的的胡胡德德华华。。

首首席席记记者者 吴吴永永功功 截截图图

2017年10月，南部山区柳埠，济泰高
速公路工地附近，突然扎堆来了二三十辆
豪车，从车上下来三四十名拿着家伙的人。
这些人都是胡德华的手下。当天，他们来到
石料场聚众斗殴、强迫交易，非法获利。

杜伟在介绍案情时表示，这个石料
场原本是当地村民经营，胡德华得知该
石料场无本万利之后，便决定据为己有。
他指使手下使用暴力方式驱赶村民，把
控了石料场。控制石料场之后，他罔顾当
地生态环境，大肆开采石料并单方面定
价，强制将石料卖给附近的工地，每天获
利将近10万元，月均300万。当地村民获
知胡德华涉黑犯罪团伙被抓后，当即热
泪盈眶。

此外，专案组在办案过程中还连带
破获一起故意伤害案件。1996年4月1日，
胡德华为报复泄愤，安排手下的于某林、
戴某立、侯某珠等十余人，来到槐荫区南
大南街8号，将其岳父冯某打伤致死。此
事曾在济南传得沸沸扬扬，但因为证据
体系不足等多方面原因，此案多年来一
直没有破获。此次警方抓获胡德华后，胡
德华供认，这起故意伤害致死案就是他
幕后组织策划的。

相中石料场强行霸占
强制交易卖给工地

□首席记者 吴永功

8月24日，济南公安机关通过媒体向
社会公开征集胡的犯罪线索，收到了大
量举报信息，侦查工作取得了很大进
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过程中，
仍需要胡德华涉黑犯罪团伙案件的受害
者和证人提供更多线索。

知 情 者 请 联 系 专 案 组 闫 警 官
18553183897，黄警官18615661989。

欢迎市民继续举报
胡德华犯罪团伙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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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为为警警方方收收缴缴的的管管制制刀刀具具。。 警警方方供供图图


	S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