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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苏雪

  “这条街上的小餐馆瓶装燃气都装上了‘五重防

护’，我们使用的时候安心，顾客来用餐也放心！”近

日，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在开展小餐

馆瓶装燃气安全规范使用回头看活动时，某小餐馆

老板张阿姨连连夸赞。

  张阿姨口中的“五重防护”，是指海宁市为杜绝

燃气事故发生，针对瓶装燃气使用过程中容易发生

的5个隐患点而采取的防护措施，即通过瓶装燃气与

灶具连接硬管化、软管与灶具连接丝口化、可靠化、

压力检漏常态化、报警断气自动化，切断瓶装燃气泄

漏源头，保障瓶装燃气的安全使用。截至8月底，该市

已投入294万元用于“五重防护”改造，2898户小餐馆

瓶装燃气完成整改，而该措施的有力推行得益于检

察机关的监督支持。

  今年6月，海宁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林小芳

在履职中发现，该市部分小餐馆在使用瓶装燃气的

过程中，存在用气场所未加装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

置、连接软管外观老化、破损等安全隐患。小餐馆作

为“用气大户”，瓶装燃气使用是否安全规范，与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为进一步掌握小餐

馆安全用气状况，该院成立专案组开展摸排。

  “我们对市区及各镇、街道部分小餐馆瓶装燃

气使用情况进行了走访摸排，发现存在安全隐患

多达40余处，小餐馆普遍存在瓶装燃气安装使用

不规范的问题。”调查结果让林小芳心惊，“这些小

餐馆多位于人员密集场所，一旦发生事故，将造成

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瓶装燃气安全治理

刻不容缓！”

  调查结束后，林小芳立即对调查情况进行总

结整理，并召集部门人员开展检察官联席会议对

该问题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尽快督促燃

气主管部门对违规使用瓶装燃气的行为进行专项

整治。

  6月20日，该院向燃气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对已查明的违规使用瓶装燃气行为进行限期整

改，开展小餐馆瓶装燃气使用情况大排查，切实消除

安全隐患。在与主管部门进行磋商时，林小芳了解

到，海宁市委、市政府对小餐馆燃气安全高度重视，

计划由海宁市城市运行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城安委办）牵

头，开展全市小餐馆瓶装燃气“五重防护”改造活动，希望得到检察机

关的支持。对此，该院积极参与，在随后召开的多次专项协调会上，提

出燃气改造专业化、安全知识普及化、隐患排查同步化等工作推进思

路，助力该项工作顺利开展。

  前期部署工作完成后，各属地政府有序安排燃气企业开展小餐

馆瓶装燃气“五重防护”改造。同时，市城安委办组织由市公安、住

建、市场监管、商务、应急、综合执法6个部门牵头，建立隐患排查5张

清单，对全市34家燃气场站、115家小餐馆进行排查整治，共发现问题

275处，下发整改督办单24份，完成隐患整改226处，其余隐患正在督促

整改中。

  “检察机关的参与，让‘五重防护’改造更加完善、顺畅。9月底前，

我们将全面完成全市小餐馆瓶装燃气‘五重防护’改造，让这项利民

措施发挥最大作用。”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白山警方破获跨境网络赌博案
  本报讯 记者刘中全 近日，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公安局成功

破获一起跨境网络赌博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8名，涉案金额达2000余

万元。

  8月24日，江源警方接到郑某报警，称有人在QQ群内组织网络赌

博。经调查得知，郑某的QQ好友向其发送一开奖网址，并邀请其进入

一QQ群，让郑某在群内进行投注，声称稳赚不赔，郑某心动并同意加

入了该群。经过几次押注，郑某输掉赌资200元，怀疑自己被骗，随后

报案。

  案发后，江源警方迅速抽调精干警力开展专案攻坚，根据线索开

展循线追踪和精细研判，逐步理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和成员落脚点。

民警发现，该团伙成员分别在江西宜春、萍乡、新余3处开设赌博网

站，并发展下线，影响恶劣。

  掌握相关线索后，江源警方立即组织警力赶赴江西开展摸排工

作，在相关部门配合下，全面追查组织源头，摸清交易链条，反复对涉

案人员进行核查，全面布控，并制定周密的抓捕计划。8月30日，专案

组统一收网，一举捣毁该跨境网络赌博团伙，成功抓获主要犯罪嫌疑

人18名。

  经讯问，18名犯罪嫌疑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该团伙自2019

年12月至今，以境外某App开奖网站为依托组建网络赌博群，开展网

络赌博活动，涉案金额达2000余万元。

  目前，江源警方已依法对18名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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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海关查获走私月饼燕窝54吨
  本报讯 记者蔡岩红 中秋临近，月饼等应节食品、伴手礼正是

销售旺季，一些不法分子看见商机企图“瞒天过海”走私牟利。记者从

黄埔海关获悉，该关近日查获一起货运渠道涉嫌伪瞒报走私进口食

品案件，现场查获月饼、燕窝等食品约18.3万件，共54吨。

  据介绍，该关查验关员在监控指挥中心对查验现场作业情况开

展常规监控时发现，辖区某监管场所内有一票正在掏箱作业的货物

包装状态可疑。经进一步调阅系统数据显示，这批货物申报为甘蔗

汁、茶饮料、咖啡、生抽等。结合监控视频内容，关员判断该批货物有

较大夹藏风险。随后，该关立即启动监控指挥快速响应机制，对货物

进行全面排查。经查，这批货物夹藏有进口月饼、燕窝、花旗参、奶粉

等食品约18.3万件，总计54吨。

九江铁警打掉一“帮信”犯罪团伙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曹轩 近日，江西九江铁警成功打

掉一“帮信”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涉案金额达1200余万元。

  9月1日，南昌铁路公安处九江车站派出所民警在对重点列车开

展现场查缉工作时发现，潘某某、司某某等5人在接受民警核查时目

光躲闪、形迹可疑，于是逐人次开展身份及随身携带行李核查工作，

发现大量银行卡、U盾及记录有银行卡账号密码字样纸条，遂将5人

传唤至九江车站派出所进一步审查。

  经查，今年8月下旬以来，潘某某、司某某等5人为获得非法利益，

向其“上线”张某提供银行账户、U盾及手机号码实施刷银行流水“洗

钱”等犯罪活动，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涉案金额达1200余

万元。同时，还涉嫌河南警方正在侦办的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目前，

潘某某、司某某等5人已被移交河南警方并案侦查。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 本报通讯员 管 莹 叶婷

  今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

行。当天上午9时，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宣判全国首例未成年人文身民事公益诉讼案，判决

被告章某停止为未成年人文身，并向社会公开赔礼

道歉，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任何人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文身

场所不得容纳未成年人进入”……近日，江苏省沭

阳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讨论通过

《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的决议》，明确禁

止为未成年人文身，以人大决议的方式推进未成年

人文身治理工作。

开展文身行业专项整治

  2020年5月，未满17周岁的小克（化名）因涉嫌

聚众斗殴被公安机关提请沭阳县人民检察院批准

逮捕。提审中，小克手臂和胸前大面积的“黑白无

常”文身引起了承办检察官、沭阳县检察院副检察

长叶梅的注意。叶梅发现，该聚众斗殴案涉及的其

他十几名未成年人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文身。

  为此，沭阳县检察院梳理近3年办理的未成年

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后发现，约有100

多名涉案未成年人身上都有“一生戮战”“黑白无

常”“天眼”“死亡线”等暴力、猎奇的文身图案，且大

部分是满臂、满背的大面积文身，此番情况让检察

官大为震惊。

  “满背500元”“半臂200元”，文身价格不贵，但

清洗文身不仅价格高昂，且很难洗干净，清洗过程

更是十分痛苦。此外，文身不仅对未成年人造成身

体上的伤害，对他们的前途也有不良影响，如参军、

从警、公务员录用等都将受限。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是重大公共利益，检察机关

应积极履职。在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宿迁市人民检

察院的指导下，沭阳县检察院迅速成立未成年人公

益诉讼检察办案组，开展调查工作。

  经调查发现，该县不少文身馆没有任何证照，

环境普遍脏乱差；购买的颜料、器械、用品用具等来

源不明，质量无法保证；消毒意识不强，极易造成文

身创面感染及传染病传播风险；有的文身馆违法开

展洗文身业务，涉嫌非法行医，给不特定未成年人

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损害；送检的文身颜料含有致

癌的游离甲醛成分。

  2020年10月30日，沭阳县检察院举行公开听证

会，对县卫生健康局、市监督管理局怠于履职是否

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听取了团委、妇联、关工委

等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单位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的意见。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文身馆无证无照为未

成年人文身、洗文身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同意该

院对为未成年人文身相关的行业监管单位进行公

益诉讼立案审查。翌日，该院向县卫健局、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建议书。

  县卫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联合县

商务局在全县范围内对文身行业开展专项整治，排

查文身馆20家，责令停业2家、对6家无证开展洗文

身业务立案调查，发放法律风险提示函200余份，并

据此建立风险提示、身份审核等行业制度。

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仅靠行政手段，难以达到个案惩治和公益保护

的效果。经江苏省检察院批准，沭阳县检察院于

2020年12月25日对侵权行为严重的某文身店店主章

某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立案程序。

  经初查，自2017年6月1日以来，章某先后为小

克等40余名未成年人文身，其中32人文身时未满16

周岁，11人为在校学生，6人文身后加入帮派组织。

  在江苏省检察院指导下，宿迁市两级检察院按

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检办案指南，规范开展讯问调

查、勘验、评估及诉前公告等工作。因案件影响重

大，2021年4月9日，该案移送至宿迁市检察院办理。

5月6日，宿迁市检察院以章某为未成年人文身侵害

未成年人的身体权、健康权向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5月24日，该案在宿迁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宿迁

中院院长金飚任审判长，宿迁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加

云、沭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叶梅作为公益诉讼起诉

人依法出庭履职。

  检察机关认为，章某明知服务对象为未成年人，

也明知文身的损害后果，且使用的文身颜料经鉴定

含有有毒危险物质，其为未成年人文身的行为侵害

了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的身体权、健康权，也给不特

定未成年人的学业、择业、社交等权益造成较大影

响，影响众多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与最有利于未

成年人原则相违背，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庭审中，检察机关与被告章某及章某诉讼代理

人围绕案件基本事实、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以

及被告应承担的责任等焦点问题，逐一进行举证、

质证、辩论。

  6月1日，宿迁中院一审判决被告章某立即停止

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行为，并在国家级公开媒

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完善立法推进行业治理

  在办理该案期间，沭阳县检察院多次召集市监

局、卫健局、教育局等10余家单位参与的未成年人

文身公益诉讼司法社会联席会议，达成对文身行业

进行规范整顿、建立文身法律风险提示制度、身份

审核等制度的共识，并多次向县人大汇报案件办理

情况。宿迁市、沭阳县两级人大常委会也多次到沭

阳检察院视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听取该院案件办

理情况汇报。

  该案判决后，沭阳县检察院就文身公益诉讼案

件办理情况和存在问题，于7月2日向县人大作了专

题汇报。

  “加强对文身行业的有效监管，严格禁止未成

年人文身行为，助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最终

还得靠完善立法。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澳大利

亚等国家均明确未成年人文身系违法行为。”沭阳

县检察院检察长张海涛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禁

止为未成年人文身，正如禁止为未成年人销售烟

酒、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一样符合立法本意。从

办理这起案件开始，我们就想结合办案推动行业专

项整治，推进完善地方性规范。”

  近日，《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的决

议》经沭阳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讨

论通过。该决议明确把文身治理作为全县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法治监督的重要内容，对各履职主体在文

身治理中的职责、任务进行规范，并将为未成年人

文身行为纳入强制报告的范畴，为文身治理工作进

入法治轨道进行了有益探索。

制图/高岳  

全国首例未成年人文身民事公益诉讼案推动地方人大出台决议

江苏沭阳：禁止为未成年人文身

  本报讯 记者邓君 通讯员欧汉

华 谢璇璇 近日，广东省汕头市公

安局成功对“飓风62号”网络组织、介

绍卖淫专案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255名，破获涉黄刑事

案件71起，查获涉案资金367万元。

  2020年年底，汕头市公安局网警支

队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有人发布了一条

在汕头市辖区内的网络招嫖信息：可在

多家酒店提供“服务”，并有多种价格档

次供选择。经侦查，一个以境外非法App

为载体，以高档星级酒店作为场地，组

织、介绍卖淫的特大团伙逐渐浮出水

面。据了解，该团伙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频繁组织开展卖淫活动。

  今年4月，汕头市公安局成立专案

组对该起网络组织卖淫案立案侦查。经

查，该涉黄组织人员众多且分工明确，

内部有不同团伙专门负责组织、介绍、

实施卖淫。5月25日9时，警方在龙湖、金

平等地多家高档酒店、公寓开展集中收

网行动，成功抓获目标对象255名。

  目前，警方已对涉嫌组织、介绍卖

淫罪的犯罪嫌疑人谢某如、闰某芹等

69人、涉嫌聚众淫乱罪的犯罪嫌疑人魏某武、张某桂等

3人分别予以刑事拘留；对陈某思、叶某婷、麦某希等

183名卖淫嫖娼违法人员予以行政处罚。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翟小功 通讯员

马润娇 近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文

东清等32人涉黑罪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文东

清被判处有期徒刑23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文爱春被判处有

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7

年以下不等刑罚，并处以相应的附加刑。该案

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文东清组织、领导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在万宁市后安镇盘踞20多年，结构

严密、层级清晰，成员稳定，在当地形成非法影

响力，以致于当地群众把后安镇称为“东清市”，

把后安农贸市场称为“东清市场”，严重破坏了

当地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及社会管理

秩序。

  该组织对抗地方党委政府，通过组织、控制

村民大肆非法上访，捏造事实举报、控告不服从

其组织利益的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人，影响党委政

府的人事任用。同时，文东清、文爱春通过贿选、

恐吓等手段暗箱操作，当选曲冲村村委会主任。

  该组织以宗族、血缘为纽带，把持基层政

权，不断发展壮大。文东清家族长期把持后安镇

曲冲村村委会，通过拉拢“两委”干部、操纵村民

小组选举，培养组织成员担任“两委”干部或管

理村内事务，私自管理村委会公章、违规发展组

织成员任职等方式，对曲冲村村委会形成非法

控制。在组织成员、文东清侄子文云森强奸案发

生后，该组织竟然用村委会开会的方式集体作

假证，证明文云森系精神病人，使其逃避法律的

处罚，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该组织通过违规承包村集体土地，采取非法

采矿、强迫交易、开设赌场、敲诈勒索大肆敛财，

并成立万宁永桥房地产有限公司、万宁鸿大槟榔

产销专业合作社等经济实体攫取巨额经济利益，

利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使得经济实体得以发

展，获取的巨额利益也用于组织的发展和壮大，

形成明显的“以商养黑、以黑护商”模式，严重扰

乱当地经济秩序，破坏当地营商环境。

  法院还查明，该组织长年拉拢、腐蚀政府职

能部门公职人员，严重损害国家工作人员形象，

动摇人民群众对基层政权的信心。该组织在存

续期间，先后实施违法犯罪事实30起，涉及故意

伤害、寻衅滋事、开设赌场、妨害公务等14种犯

罪类型。

海南万宁文东清等32人涉黑案一审宣判

主犯以黑护商大肆敛财获刑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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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境外电诈团伙“洗钱”13人被抓

  本报讯 记者王家梁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公安

局南明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以安某为首的“洗钱”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

  今年以来，安某等人在缅甸学习“洗钱”手法后，回

到境内招募肖某等“卡头”，组织无业人员开办个人银

行卡，在贵阳市南明区开展为境外电诈犯罪团伙“洗

钱”的活动。目前，安某等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办理中。

  据了解，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南明分局

党委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坚持保民安、护稳

定、惠民生、促发展的理念，将服务群众和防范打击工作

紧密结合，对辖区内打击治理“断卡”行动作出安排部署。

今年以来，南明分局共计破获“断卡”团伙案件40余起。

  本报讯 记者范天娇 通讯员王可海 近

日，安徽舒城警方破获了一起持械抢劫案。据警

方介绍，被抢劫的是一个“洗钱”团伙，因遭内鬼

泄露行踪，被另一团伙抢劫。

  8月21日凌晨1时许，一辆商务车沿省道S330

行走，车上人员嫌路堵，于是拐进一条乡道。在

位于舒城县张母桥镇一沿村公路上，该车被早

有准备的3名犯罪嫌疑人驾车逼停，并对车内4

人进行控制，将其中一名男子砍伤，抢走2.2万元

现金。

  接警后，舒城警方立即组织开展调查。经初

步调查，商务车上4人均系为赌博平台进行“洗

钱”活动的违法犯罪人员，为规避公安机关打

击，他们租用车辆，在全省各地进行流窜作案。

案发当日，他们驾车进入舒城境内，被另一团伙

抢劫。

  因案件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坏，舒城警方

迅速成立专案组，通过对商务车上人员深入调

查，发现该团伙通过境外软件在网络上招募“跑

分”人员，为赌博平台洗白赃款。此次被人逼停

车辆抢劫，原因在于其招募的“跑分”人员起了

异心，透露了行踪。

  通过认真研判，办案民警梳理出了抢劫

团伙从安徽逃往湖北的行动轨迹。在当地警

方支持下，专案组很快确定了犯罪嫌疑人阮

某、方某、胡某身份，并于8月24日将3人一举

抓获。经调查，阮某有抢劫前科，方某、胡某有

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的记录，3人均没有固定

工作。

  目前，犯罪嫌疑人阮某、方某、胡某已被警

方刑事拘留，商务车上的4人因涉嫌从事“洗钱”

活动，正在接受警方调查。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内鬼泄露行踪“洗钱”团伙半路被抢

  本报讯 记者韩宇 近日，辽宁鞍山警方

辗转国内多个省市，将一条从西南边境向东北

地区渗透的地下贩毒网络彻底摧毁，抓获犯罪

嫌疑人23名，收缴冰毒6公斤，缴获毒资140余

万元。

  2020年9月13日，鞍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接

群众举报称，有一批毒品流入鞍山市铁东区，禁

毒支队立即会同铁东分局展开侦查工作。铁东

分局随即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围绕线索

中仅有的少量信息为突破口进行分析研判。随

后，一个以杜某为“经销商”、秦某为“中转站”、

张某、王某为“金字塔尖”的多层级、多分支贩毒

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其后，专案组民警兵分五路，在犯罪嫌疑人

可能藏匿的城市展开秘密侦查。由于贩毒分子

反侦查意识较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换窝点

和车辆，给专案组民警的蹲守、跟踪、取证等工

作带来了巨大难度。民警们克服诸多困难，历经

3个多月不懈努力，彻底摸清了该贩毒团队全部

成员的犯罪事实和落脚地点。

  2021年3月初，专案组发现犯罪嫌疑人张某、

王某与犯罪嫌疑人秦某联系愈发频繁，分析该

贩毒团伙将于近期再次运输毒品到辽宁分销。

专案组随即判定抓捕时机成熟，立即部署集中

收网行动。3月18日至25日，专案组陆续收网，将

该贩毒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张某等23人抓捕

归案。

鞍山警方侦破特大跨省贩毒案

  本报讯 记者刘志月 通讯员何瑾 近日，湖北省

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抓获一名潜逃20年的命案逃犯。

  2001年7月，龙某与同乡以“招工”为名，诱骗10余

人到襄阳市樊城区一处出租屋内进行传销洗脑。一名

女性受害人意识到受骗后，想方设法告知男友刘某。刘

某赶到后，要求龙某等退费，并表示要报警。龙某见状，

与同伙殴打刘某，致其肋骨断裂、脾脏破裂大出血、昏

迷，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龙某同乡和参与打人的嫌疑人相继落网，

但龙某一直在逃。其间，他利用与同胞弟弟相貌相似的

特点，一直冒用弟弟的身份，隐姓埋名在湖南、广东等

地打工为生。其间，龙某还用弟弟的身份与一名女子办

理了结婚证，并育有两个女儿。

  今年7月，因担心严格的防疫措施让自己露出马

脚，龙某从广东开车潜回湖南老家。最终，在湖南警方

支持下，樊城分局民警成功将龙某抓获归案。

殴打他人致死逃亡20年后落网

  本报讯 记者赵红旗 通讯员李建国 近

日，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再审建议被法

院采纳，法院就崔某与芦某、乔某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了乔某的连带还款责

任，并对乔某罚款1000元，予以惩戒。

  2012年8月、9月，芦某分两次向崔某共借款8

万元，乔某为该两笔借款提供保证。因芦某没有

按约定还款，崔某于2013年6月将芦某和乔某诉

至法院，法院于2013年9月作出判决：芦某于判决

生效后给付崔某借款8万元，乔某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还款责任。乔某收到法院传票后，未按时

参加庭审，也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

  而后，乔某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找到了2013年

1月崔某出具的一纸证明，内容为解除乔某的担

保责任。随后，乔某申请孟州市检察院进行法律

监督，检察机关调查核实认为，乔某父母在解决

与崔某经济纠纷时，已帮助乔某处理了与崔某

的经济纠纷，崔某也出具证明解除了乔某的担

保责任，乔某不应当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遂向

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法院再审认为，当事人在收到法院传票时，

应当及时出庭应诉，提交证据，行使辩论权。本

案中，乔某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未及时向人

民法院提交证据，导致该案进入再审程序，浪费

了司法资源，但因新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

法院予以采纳，遂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乔某进

行惩戒。

男子因浪费司法资源被罚1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