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0日，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对黑
社会性质组织领导者邓强判处有期徒刑
25年，对其余21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分别判处2年6个月至20年不等的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这是重庆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以来，法院开庭审理的第二
起涉黑案件。

“我们就想来看看，害我儿子的人有
什么样的下场！”在庭审第三天，一对60
多岁的老夫妇从四川远道而来，他们的
儿子就是中了邓强组织的“套路收车”陷
阱。

货车销售挂靠“一条龙”产业

从2016年开始，巴南警方发现，关
于货车买卖的纠纷逐渐增多，在渝南汽
车交易市场内的卡乐、胜丰、君睿达、强
帮、万拓这5家汽车运输公司进入了警方
的视线。

经过调查，这5家汽车运输公司的股
东、法人全是挂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
为邓强，公司人员也都是同一批人，他们
除了对受害人进行欺骗、恐吓外，更会组
织手下人员对前来声讨维权的受害人进
行殴打和暴力胁迫。至此，一个以邓强
为组织者、领导者，钟贵艮、凌世荣为骨
干人员，刘斌等人为积极参加者，周德平
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浮
出水面。

办案民警介绍，2010年，邓强在九龙
坡区成立重庆攀鹏机械加工厂，2012年
1月该厂更名为重庆展亮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主要为货车制造货箱。

邓强有多年从事货车运输的经验，他
知道，一辆新货车从出厂销售到展开运输
业务，过程为：车主从汽车销售公司购买
新车，然后到货箱厂购买安装货箱，再找
一家运输公司挂靠，最后办齐各种手续
后，才能上路跑运输。在经营中，邓强发
现成立运输公司，吸引车主挂靠，收取管
理费，有利可图。于是邓强在2011年12
月成立重庆卡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始
从事挂靠业务。后因公司规模扩大，邓强
又分别于2013年11月成立重庆胜丰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成立重庆
君睿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重庆强帮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成立重
庆万拓汽车运输有限公司。5家公司办公
地点都位于巴南区九公里渝南汽车交易
市场内。而邓强之前那家以制造货车货
箱为主业的展亮公司，也将业务范围扩
大至车辆销售。这样，邓强所掌握的6
家公司，就完成了从货车“销售——安装
货箱——挂靠”的一条龙产业。

2013年开始，邓强的运输公司规模
逐渐扩大，挂靠车辆数稳步提高。2015
年，部分挂靠车主出现拖欠费用现象，邓
强委托他人从车主处收车，后索要拖欠费
用。车主无法缴纳的，邓强就将车子变
卖，将该款据为己有。邓强从中发现，收
车不仅可以获得大量利润，而且可以提供
现金周转，若自己成立收车队，还可以控
制收车成本，获得更多利益。2015年年
底，邓强同钟贵艮协商，成立依附于公司
的职业“收车队”，由钟贵艮自行招募收车
人员，专门为公司收车。邓强按照收回的
车辆数及收车距离的远近，支付报酬，并
由钟贵艮分配给其他收车人员。

2016年初，邓强为继续扩大经营，以
重庆展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在
某区园区内建设车厢厂。该厂成立后。
为获得周转资金，邓强一方面通过骗取
银行贷款的手段临时周转，另一方面开
始任意挪用车主缴纳的商业保险费用，
而不为或少为车主购买商业保险。

因资金仍嫌不足，邓强开始通过收
车后变卖或勒索的手段，获取大量现
金。依附于公司的“收车队”，也从钟贵
艮一个小组，逐渐扩大到以凌世荣等为
首的数个小组。这几个小组直接听命于
邓强，组织和支付报酬的方式同钟贵艮
小组一样。

今年1月26日，巴南区公安分局以
聚众斗殴罪，对邓强采取刑事拘留。3月
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邓强被巴南区公
安分局逮捕。后经公安机关缜密侦查，
于4月18日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对以邓强为首的该组织
成员立案调查。

揭开货车买卖中的“黑色链条”

在这货车销售的背后，究竟有什么
“套路”呢？

办案民警介绍，从2016年年初，邓
强安排的收车行为扩大化，逐渐形成了
固定“套路”，并以收车变卖为主，所得款
项多于公司应得费用的，也不再归还车
主。“套路”如下：

第一步，签订陷阱合同。邓强公司
通过“低首付”的手段吸引车主购车并挂
靠。为给收车创造条件，从车主购车时
起，邓强就刻意设置合同陷阱。

第二步，放任或制造条件让车主违
约。

第三步，收车。公司财务人员定期
将欠款车主名单交给邓强。邓强从中确
定收车对象后，安排钟贵艮、凌世荣等
人，从车主处收车。收车人员携带伸缩
棒、电警棍等工具，仗着人多势众，强行
将车主拖、拉下车，并将其押至自己驾驶
的车辆上。

第四步，变卖车辆或勒索车主。收
车后，邓强以此为筹码，不仅要求车主缴
纳拖欠的保险费等费用，还要求将按揭
一次性全部还清（包括未到期部分），另
外还勒索高额的收车费（留置费）、滞纳
金、违约金等。邓强经常刻意不给车主
协商处理的时间，快速销售，甚至有收车
当天就销售的情况。

庭审四天斩断“黑链”

经警方查明，以邓强为首的这个黑
社会性质组织肆意实施寻衅滋事、敲诈
勒索、聚众斗殴、合同诈骗等犯罪攫取巨
额不法经济利益，并将获得的不法利益
用于公司扩大规模以及人员开支。截至
案发时，该组织名下公司挂靠车辆已达
1700余辆，成为重庆渝南汽车市场内规
模较大的汽车运输企业。在2016年和
2017年，邓强通过收车模式获得的不法
利益达两千余万元。

“在遭受了这样的‘套路收车’后，大
部分受害人认为此事有合同在先，通过
法律手段胜诉的机会不大，只能忍气吞
声，不会报警。还有些受害人迫于邓强
等人的威迫，也不会选择报警。因此最
初选择报案的受害人，只是‘冰山一
角’。”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在他们办案过
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取证工作，在邓
强的运输公司挂靠的很多货车司机是外
地人，其中许多受害人家庭条件困难，买
货车跑运输是一家人的经济来源。两年

以来，邓强将通过收车模式获得的不法
利益，不仅用于自己公司的运营，也用于
自己和组织成员的高消费，肆意挥霍。
他们哪里会想到，这一个个“套路”的背
后，却是一个个家庭的悲剧。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在法院对该组
织为期4天的庭审中，最让他们记忆犹新
的是庭审第三天，从四川来的一对60多
岁的老夫妻。老人说，他们将家里的积
蓄，以及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钱，凑了
10多万元，准备给儿子创业，买一辆货车
跑运输。儿子在邓强的公司，交了首付
款后，拿到了新车。但邓强将车主的部
分首付款挪用，不及时交付上级经销商，
上级经销商因此一直没有将车辆手续办
齐，导致车主一直无法开展业务。两三
个月后，邓强的“收车队”将新车收回，老
两口的儿子这才发现被“套路”了，可先
前交的首付款已无法要回。民警在后来
探访这家人时发现，由于遭遇了这样的
变故，老两口的儿子患上了抑郁症，妻子
也和他离了婚。

记者了解到，该犯罪组织的收车行
为涉及地域广泛，以云贵川为主，包括全
国多个省份，如今警方初步查明的受害
车主就有上百人。因收车行为导致多起
斗殴，严重侵害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及社
会秩序。因收车行为致使受害人蒙受巨
额经济损失，收入来源被切断，家庭陷入
困境。因设置的合同陷阱，导致受害人
难以通过法律渠道维权。即使个别车主
诉讼成功，但邓强以“耗下去”的方式，拒
不执行，最终拖垮受害人。

“这伙人平时在外穷凶极恶，对待前
来‘扯皮’的车主也是没一个好脸！”在庭
审现场，从事二手车经营的杨先生告诉
记者，同样在渝南汽车市场内做生意，邓
强经营的这几家运输公司，早已“臭名远
扬”，欺诈、敲诈、恐吓事主，在外聚众斗
殴，不遵守行业规定……搞得交易市场
里乌烟瘴气，严重败坏了重庆市货车交
易市场声誉，在汽车运输行业造成恶劣
影响。“真是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

杨先生还告诉记者，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如今已深入人心，类似邓强这样的
犯罪组织，早一天覆灭，就少一些车主受
害，同时也还了整个汽车运输行业一个

“清净”。司法机关依法对邓强团伙进行
处罚，不但有力打击了涉黑涉恶犯罪，更
稳定了人心，维护了平安，彰显了正义。

随着邓强团伙的覆灭，长期存在于
汽车运输行业，货车买卖中的这根“黑色
链条”也被斩断。

（专项报道组报道）

斩断货车买卖中的“黑色链条”
进行时扫黑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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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
按照中国记协、中国记协新闻
道德委员会统一部署，12月20
日，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市新
闻道德委员会举办新闻工作
者增强“四力”专题评议会，引
导广大新闻工作者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强“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要求。

会上，我市新闻道德委委
员，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
奖者代表，以及一线新闻工作
者代表围绕如何践行“四力”做
好新闻报道，如何在践行“四
力”过程中成长成才，进行了发
言。市新闻道德委员会委员和
来自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高
校的专家学者结合发言内容，
就新闻工作者增强“四力”的重
要性及如何增强“四力”进行了
评议。

与会者一致认为，谱写新
时代新篇章，是新闻媒体的职
责使命。全市新闻工作者要
讲政治，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
担当，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时时
处处事事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大家说，向着这样

的使命和目标迈进，广大新闻
工作者必须进一步发挥和提
升自身的“四力”——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扎基层、看实
况，以“脚力”打牢新闻基础；
察方向、识大势，用“眼力”预
测新闻价值；转思维、调思路，
以“脑力”展现新闻深度；重细
节、新角度，用“笔力”刻画新
闻故事，真正成为党和人民信
赖的新闻工作者，使党的新闻
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在新时代迎来新提升，
为新时代重庆改革发展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

目前，我市正扩展渠道平
台，打造过硬新闻舆论队伍。
随着第一期培训班在市委党
校开班，我市全面启动媒体骨
干人才培训班，计划在1年内，
分4期全员轮训1000名市级
媒体和区县媒体采编骨干，着
力培养全媒型、专家型人才。

围绕新闻战线增强“四
力”，市记协下一步将继续发
挥好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
的作用，加强对广大新闻工作
者的教育引导，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重点，在新闻战线扎实开展增
强“四力”的教育实践活动，引
导我市新闻行业健康发展。

重庆举办新闻工作者
增强“四力”专题评议会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这句掷地有声的勉语，曾激励
着一代代新闻工作者砥砺奋
进。苦练‘四力’，强化内功，我
们才能真正打造一副‘铁肩’、
锻造一双‘妙手’”。12月 20
日，在新闻工作者增强“四力”
专题评议会上，重庆广电集团
都市频道、公共·农村频道总监
韩咏秋说。

韩咏秋是第十五届长江
韬奋奖获得者，也是重庆广电
系统获得该奖的第一人。他
认为，“四力”是新闻工作者的
核心竞争力，也是做好宣传工
作的基础。在“四力”中，脚力
是扎根一线、深入实际的能
力；眼力是观察发现力、判断

洞察力、辨识甄别力；脑力是
提高思考的能力和抓问题的
能力；笔力是文字表达、作品
创造的能力。因此，“四力”是
一个相互联系和促进的有机
统一整体，相辅相成、互为补
充，共同着眼于宣传思想工作
队伍专业能力、专业精神的提
升，直接关系宣传思想工作的
效果。

韩咏秋说，无论面对什么
样的技术变革，无论遭遇什么
样的媒介环境，只要我们宣传
思想工作者能把握“四力”、增
强“四力”，就一定可以做到政
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
能打胜仗，在迅速变化的时代
中赢得主动，始终立于时代潮
头、引领风气之先。

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韩咏秋：

苦练“四力”讴歌新时代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2月20日，交巡警总队举行了
2018年“渝警骁骑”摩托车勤务技能比武竞赛，以赛促训、以赛
验效、以赛促能，努力打造“以移动路面管理为主导、引领勤务
创新、提升服务效能”的新型交通警务模式。

据了解，本次竞赛共有12支队伍参加，比赛项目包括团队
基础技能、场地驾驶技能、模拟警情处置3项。比赛中，骁骑民警
进行了由单桶绕桩驾驶、双桶绕桩驾驶、拥堵路段窄路驾驶、

“之”字绕桩驾驶等项目组成的综合桩比赛。此外，主办方还设
置了突发事件，考验骁骑民警在模拟实战中各项警情处置技能。

据交巡警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渝警骁骑”队伍按照组建
单位不同，分为总队骁骑队、支队骁骑队和大队骁骑队。其中，
大队骁骑为路面勤务的基础、支队骁骑为路面勤务的核心、总
队骁骑为路面勤务的补充和强化，各骁骑队相互配合，基本实
现了“全时段、全路段、全覆盖”的工作格局。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两江新区支队获得团体奖一等奖，渝
北区支队和南岸区支队获得二等奖，江北区支队和渝中区支队
获得三等奖。

渝 警 骁 骑 展 英 姿
交巡警总队举行摩托车勤务技能比武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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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艺）12
月20日，“中国田·重庆甜”新农
扶贫计划暨重庆农特产品精准
扶贫发布会在渝举行。会上，重
庆市商贸流通服务中心与社群
电商平台——环球捕手签署了
电商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将
发挥各自优势，建立起常态化的
社群电商重庆特色农产品销售
机制，帮助重庆市农特产品走出
去。

作为全国领先的社群电
商平台，环球捕手拥有近4000
万用户，通过社交工具靠口碑
分享优质商品，传播品牌文
化。而“中国田”是环球捕手
在2017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上推出的公益助农项
目。此次“中国田·重庆甜”新
农扶贫计划则是“中国田”项
目首次走进重庆。平台派出
专业团队，在重庆奉节等地实
地采集素材，为社群营销、线
上销售提供内容丰富、有温度
的产品故事，帮助重庆市农特
产品更好地走出去。

据了解，以“中国田·重庆
甜”为主题的专场活动，将于
12月21日上午10点在环球捕
手平台上线。参与本次活动
的产品以奉节脐橙为主，同时
推出火锅底料、重庆小面、牛
肉干、羊角豆干等10余款优质
特色产品。

“中国田·重庆甜”
新农扶贫计划启动

重庆农特产品借社群电商“走出去”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2
月20日，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
展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称，
第三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
季将于本月25日盛大启幕。
在为期3个月的活动中，我市将
推出价值近千万元的文旅大礼
包，供消费者畅游“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悦享巴渝文化。

本届惠民消费季以“品味
巴渝文化·惠享美好生活”为主
题，由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
会主办，各区县（自治县）文化
和旅游管理部门、重庆演艺集
团承办。活动策划了12个大
型精品文旅活动，包括巴渝游
记·文旅护照集美、市电竞联赛
总决赛暨电竞嘉年华、“巴渝
情·汉服行”汉服风情大赛、第
七届重庆演出季、第十一届中
国（重庆）万石博览会、金秋书
展、集邮珍藏品鉴会等。

其中，消费季的主会场活
动于本月25日在南川区举行，
将以“文旅集市”为载体，展示
展销全市各区县精品特色文

化、传统手工技艺、旅游景区、
旅游产品等。现场除了有美
食免费品尝、优惠券（打折券）
发放、文旅产品体验等外，还
将同步举行“人文重庆·山水
之城”书画摄影联展、第二十
届金佛山冰雪节体验活动、

“文艺盛筵·惠聚南川”文艺演
出等，真正实现文化和旅游的
深度融合。分会场活动由全市
各区县结合自身实际与特点自
行开展。

据介绍，为了让更多市民
和游客分享惠民礼包，本届消
费季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优
惠模式——线下，市民和游客
可参加主会场及各区县分会场
活动，领取打折券、门票等；线
上，市民和游客可关注山城通
APP和阿里大文娱集团旗下
大麦、淘票票、飞猪、口碑四大
平台，共有价值近千万元的文
旅大礼包，让消费者享受更便
捷、更实在的优惠。

本届消费季将从本月25
日持续至明年3月15日。

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
25日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 实习
生 毛双）12月20日，由市委宣传部、市
委组织部、市农业农村委、市扶贫办、忠
县县委联合主办的“家国大爱 公仆情
怀”——重庆市优秀扶贫干部杨骅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万盛经开区举行。当
天，来自万盛经开区机关、镇街及企事业
单位共计52500余名干部群众，分别在
现场、分会场、网络平台聆听了报告会。

“杨骅工作不分份内份外，村里大大
小小的事，他从来不推卸，肯帮忙，谁都
喊得动。去年9月18日下了一场暴雨，
村里一座桥垮塌，杨骅和村干部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组织抢险救援……”杨骅生
前同事，忠县金鸡镇蜂水村支部书记彭
涛哽咽地说。报告会上，杨骅的家人、杨
骅生前同事及帮扶对象等6位报告团成
员，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杨骅生前感
人的扶贫故事。现场掌声不断，不少人
流下感动的泪水。

万盛经开区石林镇庙坝村第一书记
王晓梅感慨道：“为了干好扶贫工作，杨
骅扎根基层，兢兢业业，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公仆情怀，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两年前，王晓梅被派驻到石林镇
庙坝村担任第一书记。“扶贫不是嘴上

说说，而是要怀着一心为民的工作热
情，扶真贫，真扶贫。”庙坝村地理位置
偏僻，王晓梅明白，要致富，先修路。
走马上任后，她一刻也没闲着——走
农户、做方案、争取资金，终于，她把硬
化路修到了村民家门口。交通问题解
决了，她又请来专家向村民传授种养
殖技术，村里逐渐培育起以竹笋、蜂糖
李、蔬菜和山地鸡为主的脱贫主导产
业。在她的努力下，2017年，庙坝村农
民人均年纯收入从原来的 4950 元增
长到 12200 元。“把百姓当亲人，看着
亲人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再苦再累都

值得。”王晓梅说。
万盛经开区南桐镇岩门村第一书记

覃艺说，“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应像杨骅
那样，时刻不忘人民公仆为人民的责任
与担当，多为百姓考虑，办好每一件实
事。”万立乾是村里的贫困户，过去，他

“等靠要”思想严重，是脱贫攻坚战中难
啃的“硬骨头”。覃艺驻村后，多次到他
家中走访，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鼓励他
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

报告会结束后，万盛经开区还举行
了座谈会，基层干部在会上交流了聆听
报告会的心得。

“用实际行动诠释公仆情怀”
市优秀扶贫干部杨骅先进事迹报告会走进万盛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20多年
了，高户籍在社区勤勤恳恳，拿我们当亲
人。听说他入围‘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候
选人，今天我专程回来给他投票！”12月
20日，在渝中区嘉陵西村社区“感动重庆
十大人物”评选投票活动现场，已搬家到
鱼洞的原嘉陵西村社区居民李明华大姐
激动地说。

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
投票活动12月17日正式启动，坚持“矛
盾不出社区”、25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先进典型——上清寺派出所社区民
警高万禄成为候选人。为此，渝中区在
嘉陵西村社区举办“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评选投票推介暨“高户籍”面对面与群众
话平安现场活动，组织社区居民为高万
禄等20名候选人投票、点赞。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高万禄向
群众通报了嘉陵西村社区四季度警情，当

听到社区连续4年各类案件发案率为零、
治安秩序持续向好时，居民纷纷鼓掌并感
慨：“这都是高户籍和他同事们的功劳。”

“高户籍对人热心、做事认真，有次我
在公示栏附近的地上看到一张他的警服
照，就把照片带回了家，专门在墙上制作了
光荣榜，贴上照片写上字，鼓励孙女勤奋学
习，希望她做事也能有高户籍身上这股认
真劲。”田婆婆向社区居民讲起了追“星”故
事，毫不隐瞒自己就是高户籍的“铁粉”。

当天，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
物”评选投票活动也走进了大渡口区春
晖路街道。早上8点过，社区工作人员就

把20位候选人的事迹展板放置在天安数
码城广场，一些市民用手机扫描，关注后
手动为候选人点赞。

就在大家热情点赞之时，候选人之
一的唐帅来到了现场。“这小伙子真不
错，考取手语翻译证，为聋哑人提供法律
咨询，还拿出积蓄研发了免费法律援助
软件，我投一票。”63岁的周岳被唐帅的
事迹深深地打动。

“谢谢！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唐帅
不停地道谢。他告诉记者，自己就在附
近上班，一是来感谢大家支持，二是来推
广“帮众律师”，希望这款软件能够帮助

更多有需求的人。
据悉，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

投票采取微信、手机客户端、有线电视机
顶盒3种方式，公示和投票截止时间均为
12月23日18点。此外，市民还可通过
现场活动和抖音转发两种方式为感动人
物点赞。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走进社区

居民为他们的感人故事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