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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目前，我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为保持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高
压态势，昨天上午，全市法院开
展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集中宣
判活动。

此次集中宣判的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为：新北法院审理的

“潘祥立等七人恶势力犯罪集
团案”和“丁增飞等五人恶势力
犯罪集团案”，金坛法院审理的

“被告人李卫俊等五人恶势力
犯罪集团案”，武进法院对审理
的原陆川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
中的漏网分子徐善清以及原朱

香玉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漏网分
子陈习康也一并进行了宣判。
此次集中宣判，共有19名被告
人分别被判处 14 年及以下不
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共计
68 万 余 元 ，追 缴 违 法 所 得
371.7万余元。

集中宣判结束后，市中级
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市中院
扫黑办主任、刑一庭庭长潘安
民向媒体通报了全市法院近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情
况。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全市法院已审结涉黑恶

案件24件，判决涉黑恶犯罪被
告人 131 人，其中有一名被告
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6 人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39
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重刑率达30%。

全市法院进一步强化“打
财断血”“打伞破网”。全市法
院综合运用追缴、没收、判处财
产刑等手段，已对 103 人附加
适用财产刑（其中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 1 人），判处罚金共计
837 万 余 元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656 万余元、发还被害人财物
75 万余元及相关物品。全市
法院将对涉黑涉恶案件“打财
断血”情况进行再梳理，对漏查
漏缴黑恶财产的，依法予以查
扣收缴。

据悉，全市法院已开展“套
路贷”虚假诉讼专项整治，建立
了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
对案件进行全面排查，再审疑
似“套路贷”虚假诉讼案件 472
件，裁定驳回起诉 389 件。用
足用好全省非法金融活动信息
监测平台、全省法院“套路贷”
虚假诉讼智能预警系统，认真
甄别筛查“套路贷”虚假诉讼等
非法金融活动，对涉黑涉恶犯
罪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进行

“套路贷”虚假诉讼全面排查。
同时，积极参与 P2P 网贷风险
专项治理工作，把 P2P 等网贷
案件纳入专项治理范围，有效
打击与惩治网络“套路贷”违法
犯罪。

（常法宣 殷益峰）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我市已有131名涉黑恶犯罪人员被判刑

本报讯 按照常州市委市
政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
要求，今年 5 月起，常州市公安
局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赌博
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半年
来，刑事案件数、刑事打击人员
数同比上升 78%和 23%，涉赌
重点区域警情同比下降 31%，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显著提
升。

为营造浓厚的禁赌氛围，
常州市公安局将赌博问题专项
整治与基层社会治理紧密结
合，掀起一轮又一轮打击攻势，
不断健全打击防范、宣传教育
等工作机制，构建全民禁赌格
局。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对辖区
重点场所、部位开展高密度检
查，对群众举报线索跟踪研判，
营造严打严管严控氛围。行动
以来，通过电视、报纸、新媒体
等开展禁赌宣传 23 次；在全市
1200余处楼宇商场、沿街店铺
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禁赌宣
传短片，制作禁赌标语、条幅、
宣传板 400 余条（块），发放宣
传资料2万余份。

此外，通过公布举报电话、
设立举报信箱、在“常州公安微

警务”设立赌博线索举报平台
等形式，发动群众积极举报涉
赌线索，营造全民禁赌良好氛
围。今年 5 月以来，通过见义
勇为表彰奖励涉赌线索举报者
40余人，发放奖金5万余元。

专项行动中，常州市公安
局始终把线索排查作为专项
行动关键环节，从全局抽调
300 名 骨 干 力 量 入 驻“ 扫 黑
办”集中办公，对专项行动以
来收到的 159 条涉赌黑恶线
索，逐条定领导、定人员、定措
施、定期限，确保案件高效侦
办，目前立案 24 条、破案 15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77
人。其中，天宁分局从一起开
设赌场案件入手，深挖细查，
成功打掉高某等人为首的黑
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今年 9 月，常州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会同天宁分局在武进
区某工厂内成功打掉一流动赌
场，抓获涉赌人员 30 余人，查
扣赌资 25 万元。常州市公安
局治安支队支队长沈亚瑾介
绍，今年 5 月以来，通过深挖彻
查、跟踪研判共打掉赌博犯罪
团伙 66 个，捣毁聚众赌博窝点

80 余处，收缴赌资 500 余万
元，其中，江苏省公安厅挂牌督
办赌博大要案件3起。

与此同时，常州市公安局
牢固树立“治安先治乱”理念，
启动治安乱点“飞地”整治工
作，对 3 个市级“飞地”、91 个
县级及派出所“飞地”一地一
策、分类整治，对全市涉赌警情
基数大、反弹明显的派出所和
警情高发场所、部位下发“任务
清单”挂牌整治。

此外，为有效规范执法标
准、提高民警办案能力，常州市
公安局出台《关于规范涉黑涉
恶类警情处置的指导意见》等
多个文件，并建立专项执法监
督机制，排查整改处警马虎、该
查未查等瑕疵案件40起，梳理
涉黑涉恶线索 232 条，打掉涉
黑犯罪组织 1 个，涉恶犯罪集
团5个。

（荆轩 汪磊）

常州“零容忍”打击涉赌案件

今年来重点区域涉赌警情下降三成多

本报讯 11 月 1 日上午，中
国联通常州分公司在联通万福
桥营业厅召开了 5G 套餐发布
会，颁发了首批 5G 个人用户证
书，市民孙春华成为常州首位
成功办理 5G 个人业务的用户，
并 现 场 购 买 华 为 Mate305G
版 ，第 一 时 间 办 理 了 相 关 套
餐。不少市民第一时间在现场
体验常州联通提供的 5G 极速
网络和精彩纷呈的5G应用。

10 月 31 日，三大运营商宣
布启动 5G 商用，并发布 5G 商
用套餐，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时代。中国联通 5G 商
用首批开通城市包含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天
津、武汉、济南、郑州等 50 个城
市，常州名列其中。

在营业厅，孙春华初尝 5G
的新鲜感和兴奋感溢于言表，
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常州联
通首位3G用户、首位4G用户，
此次成为常州首位 5G 用户，原
有号码保持不变，只需更换手
机和套餐即可。

用户持 5G 手机即可登录
5G 网络，终端登网峰值速率可
达 300Mbps。联通全新发布
的5G 套餐在原有4G 套餐的基
础上进一步“扩容”，套餐分为
129 元、159 元、199 元、239 元、
299 元、399 元和 599 元七个档

位 ，包 含 的 流 量 从 30GB-
300GB不等。

在5G 手机方面，目前市场
上主要有华为、VIVO、小米等
品牌。华为新款机型 Mate30
5G 版也于当天上午正式开售，
售价 4999 元起，与 5G 套餐同
步启用。记者从华为商城了解
到，开售短短数分钟内，丹霞
橙、青山黛等配色就迅速售罄，
二手市场也出现了加价的情
况。随着网络的不断成熟，5G
手机价格将降至“亲民”水平，
今年年底 5G 手机或将迎来爆
发期。

（杨成武 文 夏晨希 摄）

常州首个5G个人用户产生

本报讯 11 月 1 日上午，市
中院举行第一届特约监督员聘
任仪式，聘请 40 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社会各界人士担任
特约监督员。

据介绍，此次聘请的 40 名
特约监督员地域上覆盖全市，
行业上包括教育、科研、文艺、
经济、医疗、传媒、法律、工商联
等众多领域，身份上涵盖中共
党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

作为被监督单位，常州中
院将特约监督员工作与法院工
作深度融合，并结合特约监督
员的职业及专长，安排审判业
务部门与特约监督员进行对口
结对；并将加强联络保障，进一
步创造更加便利的监督条件。

同时，全市法院向特约监
督员作出承诺：对于特约监督
员向法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
落”。 （常法宣 殷益峰）

市中级法院
首次聘请40名特约监督员

昨天是十一月的第一天，
关键词还是“干燥”，空气中湿
度仅 35%左右，这样的天气已
经持续了大半个月。

最 近 两 天 ，气 温 略 有 上
升，以至于街头又出现了穿短
袖短裙的行人。预计这个双
休日，天气还是以云系变化为
主，气温起伏也不大。虽说白

日里尤其是太阳下，体感还是
很温暖的，但毕竟已是深秋时
节，早晚温差有十多度，还是
要注意保暖的。

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
寒露脚不露。”其实从进入寒
露节气后，就不再适合“秋冻”
了，要特别注意保暖，以防凉
气侵入体内。 尹梦真

周末晴天坐镇

孙春华（左）成为常州首个
5G个人用户

金坛法院宣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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