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初的浙江舟山迎来开渔期。一名绰
号叫阿友的舟山船老大，本打算 8 月 1 日出
海捕鱼，并按照惯例在出海前回了一趟家。
7 月 31 日 20 时左右，阿友刚走到家门口，还
未见到家人的笑脸，就和守候多时的刑警撞
个正着。一桩 20 年前的命案，让这名船老大
终究难逃法网恢恢。

今年 8 月，温州警方破获一起 20 年前由
一群年轻人冲动犯罪引发的命案，先后在浙
江湖州、舟山、丽水以及江苏苏州等地抓获 6
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包含已成为船老大的阿
友。目前，6 人均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对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案件还在进一步审查中。

警方找到当年关键证人

1998 年 8 月 15 日晚，温州市瓯海区郭溪
镇浦北村河边发生一起血案。由于言语纷
争，绰号叫阿友、“老虎”的两名安徽小伙和
几名老乡，将四川人何某殴打致死。案发
后，参与斗殴的几人连夜逃跑。警方只能确
定是安徽人作案，但具体是谁无法确定。

温州警方每年都会集中整理未破获的

案件。今年 6 月初，警方在整理卷宗时发现
这起未破获的命案，并判断利用现有技术手
段，该案或许能有所突破。于是，温州警方
重新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

瓯海区刑侦大队民警徐洋透露，审理这起
命案最大的困难，便是命案涉案人数众多，而
案卷中记载的嫌疑人又大多没有真实姓名，只
用绰号代替，如今时过境迁，仅凭绰号寻找嫌
疑人十分艰难。所幸，专案组从当年的四五本
案卷下手，发现了一名关键证人——同是安徽
人、当年也在温州打工的阿乐(化名)，虽未参与
斗殴，但他却和几名斗殴者熟识。为了找到这
名当年的证人，民警郭剑 (化名)特意前往安
徽临泉，发现当年在温州打工的阿乐已经回
到家乡，开了一家针灸店。通过警方提供的
几本案卷，阿乐逐渐回忆将嫌疑人身份和绰
号一一相对，其中就有阿友和“老虎”。证人
回访后，通过现代公安信息系统，警方终于
大致知道几名嫌疑人的现状，兵分数路，与
多地警方合作，将嫌疑人捉拿归案。

徐洋告诉记者，当年 6 名参与斗殴的年
轻人最大的不过 26 岁，最小的才 20 岁。而
如今，这几名嫌疑犯都成了有家室、奔波在

外养家糊口的中年男子。当年斗殴的主犯
“老虎”，多年混迹社会，今年还在监狱服刑;
而帮助老乡斗殴的另一名安徽人阿友，今年
46 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警方找到他
时，他在岱山做一名船老大，家里还开了一
家杂货店。

徐洋回忆，通过证人提供的信息，他们
确认阿友身份时已经是 7 月末，“阿友是船老
大，我们打听到他准备于 8 月 1 日出海，一出
海就几个月不上岸，很难追回”。时间紧迫，
7 月 30 日，徐洋就带领专案组开始在阿友家
蹲守，经过 2 天的蹲守，7 月 31 日 20 时，徐洋
终于见到了阿友。阿友被抓时，家里人一度
很诧异，怀疑警方抓错了人。将阿友带回派
出所后，徐洋和同事用温州话聊着下一步的
部署，旁边一直未说话的阿友叹气开口说，

“温州警察来找我只有一件事，我知道逃不
脱。”这 20 年来，阿友从未忘记自己犯下的这
桩命案，主动交代了当年的犯案细节。

争夺录像厅板凳酿血案

原来，这桩命案的直接原因，只是为了

争夺一张板凳。1998 年 8 月 15 日，一个普通
夏日的午后，四川人何某和几个老乡进了录
像厅，看到还有一条长板凳空着，便一屁股
坐了下去。不过几分钟前，这条板凳的主人
还是“老虎”。“老虎”去完洗手间回到录像
厅，看到何某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下就火
了。几句话不合，两人动起手来，寡不敌众
的“老虎”打不过何某一伙，仓皇逃出录像

厅。阿友听说老乡“老虎”被打，决心帮着

出口气。当天晚上 11 时，阿友、“老虎”和数

名老乡在村里河边的榕树下找到何某，一

番激烈的打斗后，何某倒地，没了动静。不

知谁喊了一声“死人了”，这群年轻人慌张

散去。

今年 8 月，专案组先后在浙江湖州、舟

山、丽水以及江苏苏州等地抓获 6 名犯罪嫌
疑人。目前，6 人均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
还在进一步审查中。2018 年 9 月 17 日，专案
组在四川警方的协助调查下确定了死者身
份，并联系上死者家属。目前调查得知，斗
殴参与者不止 6 人，其余涉案嫌疑人正在抓
捕中。 (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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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把办证做成“大生意”5人获刑

为插队办证开绿灯
大肆收受好处费

插个队、办个证，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却让长沙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做成了“大生意”：谁拿钱、谁就
优先办，谁拿钱多、谁就最快办，不拿钱就等着在法定最后期
限办。长沙市纪检部门在接到举报后，于 2017 年严肃查处
了这起大案，“涉案人员多达 100 余人”，多人被移送司法机
关。湖南省纪委消息称，该“百人窝案”也是我国不动产统一
登记政策实施以来首例披露的贪腐窝案。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近
日陆续公布了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5 名涉案工作人员的
刑事判决书。判决显示，该 5 名工作人员与中介、代办人员
相互勾结，为插队办证开绿灯，大肆收受好处费。其中，仅湖
南新环境房地产经纪连锁有限公司权证部经理廖某一人，就
送出 64 万余元。

“谁拿钱、谁就优先办”

2017 年 1 月，一封针对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举报信

引起长沙市委市政府和市纪委的高度关注。专案组迅速锁

定涉案金额较大的审核一科原副科长廖顺华、受理二科工作

人员李维两人。随后，情节较严重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

二科原副科长刘飞飞、审核二科工作人员彭建军被立案审

查。通过对廖顺华等 4 人的立案调查，调查人员发现自 2016

年 9 月不动产登记中心成立以来，共有 100 多名工作人员收

取过好处费。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长沙纪委下

发《关于受理主动交代问题有关事项的公告》，主动交代违纪

违法问题，或检举、揭发他人违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将依纪

依规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分，最终共有 80 多名工作人员

主动交代问题，争取到了宽大处理。

一名中介就送出64万元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业务通过预约方式进行，有

些客户委托中介或代办人员办理业务。由于业务量大、办理

周期较长，一些中介机构、代办人员便通过私下送钱给不动产

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的方式，通过插队等方式加快办理业务。

据法院近日公布的 5 份判决书显示，长沙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审核一科原副科长廖顺华、原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德

政园受理二科科员李维、审核二科科员张艳琳、受理一科科

员王励、审核二科科员彭建军因收受贿赂，分别被判处缓刑

至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不等。

判决显示，上述办证人员不仅通过现金、微信转账，还以

他人手机注册微信号、办理银行卡，收取好处费，可谓“变着

法子收钱”。在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成立到案发，短短数

月之间，收受的好处费多的达数十万元，少的也近 15 万元。

在廖顺华一案中，法院认定，被告人廖顺华收取廖某、张

某等人所送好处费共计 81 万余元。其中，中介人员廖某一
人便送给廖顺华 64 万余元。 （澎湃）

湖北省纪委监委第六审查调查室副主
任胡志伟表示：汪治怀“保护”的黑恶势力，
采取暴力、威胁、实施非法拘禁，严重侵犯公
民合法权益，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通报长达700字涉嫌三项罪行

今年 1 至 9 月，湖北已查处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问题 270 个，立案 365 人。汪
治怀案是省纪委监委直接查办的。

汪治怀，1960 年 6 月出生，湖北鄂州人，
属于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干部。

公开资料显示，他早年当过武汉军区仓
库保管员、大冶钢厂运输部工人，1983 年 6 月
成了黄石市公安局石料山派出所科员，从一
名派出所科员到后来的公安局局长。汪治
怀出事是在今年 4 月 9 日，落马时的身份也
是他仕途的巅峰。

据媒体报道，落马 5 个月后，汪治怀被双
开，纪委对这位公安局一把手的通报，足足
有 700 余字。这份通报提到，汪治怀涉嫌三
罪，除了大家比较熟知的受贿罪外，还有徇
私枉法罪和串通投标罪：

身为黄石市公安局副局长、黄冈市公安
局局长，徇私枉法、徇情枉法，为涉嫌容留他
人吸毒、开设赌场、赌博等违法犯罪的嫌疑
人提供非法保护，涉嫌徇私枉法罪；

在黄冈市公安局指挥技术大楼装饰工
程招标中，与实际投标人互相串通，损害他
人利益，扰乱市场秩序，涉嫌串通投标罪；

此外，他还“串供堵口，对抗组织审查”
“与一名女性发生并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
系”“接受他人提供的性服务”。

甘于被黑恶势力头目“围猎”

纪委方面对这位公安局长的定性是，
“理想信念丧失，长期与私营企业主称兄道
弟，甘于被‘围猎’，执法犯法、贪赃枉法，充
当涉毒涉赌等违法犯罪分子的‘保护伞’”。

那下一个问题是，他究竟保护了谁？有
两个黑恶势力头目不得不提——王忍成和
魏振旺。

汪治怀是黑恶势力主要头目王忍成的

保护伞，王忍成曾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采取
殴打、暴力威胁、让狗咬、关铁笼等手段，对
他人实施非法拘禁和伤害。

此外，汪治怀保护的另一个黑恶势力主
要头目魏振旺，涉嫌容留他人吸毒、容留妇
女卖淫，并指使团伙成员故意伤害他人，造
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今年以来，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湖
北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查处涉黑涉

恶“保护伞”作为主攻方向，坚决查处隐藏在

公安政法队伍中的腐败。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9 月 30 日，湖北共查处涉黑涉恶腐

败和“保护伞”问题 270 个，立案 365 人，已处

理相关人员 207 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 119

人，组织处理 93 人，移送司法机关 155 人；共

对涉嫌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的 79 名党员干

部和国家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其中公安

政法干警 54 人，其他党政机关干部 14 人，村

（社区）干部 6 人，其他公职人员 5 人。

湖北省纪委监委新闻发言人张正义介

绍，今年以来，湖北纪检监察机关聚焦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第一线，全面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问题。与此同时，湖北省纪委监
委机关还会同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建立了
涉黑涉恶问题线索双向移送机制。 (荆楚)

为他人在砂石处理上提供帮助受贿 17
万元。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了陕西原
户县（现为西安鄠邑区）公安局原局长阎长
青受贿案的一审判决情况，阎长青因受贿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今年 3 月 16 日，西安市纪委监委对外发
布，决定给予原户县政协原副主席，公安局
原党委书记、局长阎长青开除党籍、公职处
分。3 月 28 日，西安市检察院以受贿罪对阎
长青提起公诉。

西安中院审理查明：2014 年 5 月，时任户

县公安局局长的阎长青担任“打击渭河户县
段非法采砂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经领导
小组研究决定，对在治理非法采砂行动中查
扣的砂石予以没收，由户县公安局牵头销售
处置。在阎长青帮助下，户县某假日酒店负
责人程某以某商贸公司名义，取得对已没收
砂石对外销售的处置权。程某为感谢阎长
青的帮助，同时也为其在经营酒店过程中能
够得到阎长青的关照，于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春节前，先后 4 次送给阎长青共计 17 万
元。阎长青将此款用于购买“黑瓷”等收藏

品及个人日常花销。
2014 年五六月间，阎长青经人介绍结识

了做房地产项目的刘某。同年 6 月，刘某注
册了某商贸公司，以公司名义与领导小组签
订砂石买卖协议，每立方为 20 元。

后来，刘某发现砂石含土量较大，需要
水洗，市场价格较低，而且在砂石处理过程
中还会遇到各种检查，遂将砂石处理权转让
给程某。程某接手后，仍以刘某的商贸公司
名义来处理砂石，并向阎长青提出每立方 20
元的价格有些高，不挣钱，找阎长青协调降

低定价。2015 年初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
在 2014 年 9 月之前已经销售的砂石仍按照
每立方 20 元价格处理，之后销售的按每立方
8 元。协议签订后，程某按照协议把应交给
政府的 1096 万都交了。

法院认为，被告人阎长青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担任公安局长职务之便，为他人
谋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贿赂共 17 万元，
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
惩处。对辩护人所提被告人退缴赃款且真
诚悔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可依法从轻
处罚。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
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社区调查评估
意见，可对其宣告缓刑。

判决显示，今年6月27日，西安中院一审
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阎长青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已缴纳）；扣押
在案的赃款17万元依法上缴国库。 （华商）

湖北黄冈市公安局原局长汪治怀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被双开

甘于被黑恶势力头目“围猎”
10 月 11 日，湖北省纪委监委公布了纪委监委直接查办的

黑恶势力“保护伞”第一案，这位“保护伞”也来自公安系统，即
——黄冈市公安局原局长汪治怀。

黄冈市原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汪治怀涉嫌徇私枉法，为
涉毒涉赌涉黄等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被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其涉嫌职务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趁打击非法采砂捞钱
陕西西安鄠邑区公安局原局长阎长青受贿17万元获刑

汪治怀汪治怀（（资料图）

北京一网约车司机董某利用国家电网
充电软件的设置漏洞，使用“捏枪法”“卡秒
法”实现免费或低价充电，半年的时间偷电
382 次，在此期间他还将这门“技术”传授给
了自己的表弟。日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
察院以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对其提起公
诉，董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并处罚金
1000 元。据悉，该案系北京新能源充电桩被
盗电进入司法程序的第一案。

1992 年出生的董某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每次为其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花费在 30 块钱
左右。2017 年 6 月份，董某从一陌生男子处
得知一省钱的“方法”。陌生男子告诉董某，
新能源车充电软件有一个漏洞，可以实现免

费充电，名为“捏枪法”。
花了 500 元“拜师学艺”后，董某得到了

偷电的具体方法。该方法利用“e 充电”APP
扫描充电桩上的二维码，之后支付 0.5 或 1
元，等待数秒后，再将充电枪连接电动车。
接着按一下充电枪上的开关，如果充电桩上
的充电指示灯亮着表示窃电成功，电桩会给
电动车充电且不进行计费。

董某一直使用“捏枪法”窃电至 2017 年 9
月份。后由于充电桩系统升级修复，该窃电
方法无法使用。

2017 年 9 月份，董某学会了更“先进”的
“卡秒法”偷电。他利用 e 充电 APP 扫描充电
桩上的二维码，然后支付0.5或1元，等数秒后

再按插在车上的充电枪开关，充电桩屏幕显
示开始计费并且显示秒数，等 10 秒然后点击
屏幕的返回键，再用e充电扫一遍充电桩上的
二维码，如果充电桩的充电指示灯亮着表示
窃电成功，反之意味着窃电失败，需要重新尝
试。董某用“卡秒法”替代“捏枪法”后，为电
动车无偿充电直到2017年12月案发。

学会“技术”后，董某还向同样跑网约车的
表弟谷某传授了偷电方法。案发后，办案人员
通过核查董某充电APP的两个账号记录，发现
其账户中有1800余次非正常充电情况。国网
(北京)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其非正常充
电的情况进行筛查统计，认定董某窃电382次，
窃电金额8406元。董某被抓获当天，民警还将

其表弟谷某抓获归案。经查，谷某以相同作案
手法在公共充电桩盗充电 392 次，窃电金额
8626 元。日前，董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并处罚金1000元。谷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
个月，处罚金1000元。 （法晚）

利用软件漏洞半年窃电382次
北京一网约车司机向表弟传授偷电技术双双获刑

小作坊里仿造
10多万把豪车钥匙

江苏警方捣毁一仿制各式品牌汽
车钥匙制假团伙，涉案金额2000多万

江苏常州的刘某是开锁界的老师傅，他发现上千元一把
的高档汽车钥匙，凭自己锁匠的手艺，可以用几十元的成本
仿制出一模一样的来，“商机”无限。于是，4 年时间里，他从
小作坊变成了车钥匙工厂。近日，常州武进警方捣毁了刘某
仿制奥迪、大众、丰田、保时捷等各式品牌汽车钥匙的制假团
伙，涉案金额 2000 多万元。据悉，此案是江苏首例非法制造、
销售拥有注册商标权的汽车钥匙案。

老锁匠小作坊里造豪车钥匙

今年 3 月下旬，武进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该区鸣凰辖
区一家名为常州市某电子商务公司涉嫌销售假冒大众、奥迪
等品牌的汽车钥匙。武进分局会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
这一线索，对该公司的车间、仓库进行了突击检查。警方当
场扣押 12 万余把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的汽车钥匙和相关配
件。随后，刘某及两名主要工作人员被依法刑事拘留。

经调查，刘某是常州锁匠界知名的老师傅，20 多年前就
凭着精湛的手艺，从街头锁匠摊发展到在市中心拥有了自己
的锁匠店。2014 年间，刘某进货过程中得知，动辄上千元一
把的奥迪、奔驰等高档品牌的汽车钥匙，凭他的手艺，可以用
几十元的成本仿制出一模一样的钥匙，而且不愁销路。

刘某先尝试做起了“倒手”汽车钥匙的生意，即从上家买
来贴标的汽车钥匙，再转手卖给下家同行，从中赚取差价。
由于“倒手”来的钥匙质量不好，经常被顾客要求退换货。
2016 年开始，刘某利用自己的技艺，干脆自己开厂，租了厂房
和仓库，请来工人，在自己的生产线上大量生产质量更好的

“钥匙头”。当自产钥匙头搭配网购的钥匙壳一起销售后，很
快迎来了很多订单，仅 2017 年的销售额竟达到 100 多万元。

刘某销售的汽车钥匙是半成品。即钥匙壳、钥匙头、商
标尚处于分离状态，组合包装在一个包装袋里，其中不含“芯
片”。一套半成品汽车钥匙配件实际价值仅十几元，一旦流
入市场，就会被人贴标、安置芯片并解码编程，冒充“原厂”钥
匙出售，售价少则数百元，多则上千元。

制假团伙被警方捣毁

自 2014 年到案发 4 年多时间里，刘某通过网络平台把钥
匙销售到全国各地，每条线索都涉及上万条数据：数万条淘
宝、QQ、微信等网络平台的交易记录；数万条银行卡流水；数
万条快递公司收发记录等。为查证查实整个案件情况，专案
组民警对收缴的 6 万余套涉案钥匙涉及的 30 多种品牌进行
了分类统计，与被侵权的 20 多家国内外知名汽车厂家逐家进
行沟通。警方摸清了刘某在全国 30 个省份上千名“上下线”
的真实身份和相关侵权事实。据悉，刘某这个仿制奥迪、大
众、丰田、保时捷等各式品牌汽车钥匙的制假团伙，涉及全国
30 个省份，涉案金额 2000 多万元。

近日，刘某涉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案，在武进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 (现快)

为争夺板凳酿血案逃亡20年
安徽一嫌犯被抓时已成船老大

董某在看守所接受讯问董某在看守所接受讯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