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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UVWX 昨日，厦门警方对
外发布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打击治理成效。自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部署以来，截至目前，全市
共打掉黑恶犯罪团伙35个578
人，
其中涉黑组织3个，涉恶集团
23个，涉恶团伙9个；公安机关
移送起诉28个348人，检察机关
公诉25个261人，法院判决13个
128人；移查冻结黑恶资产估值
1.
23亿元，各级法院共判处黑恶
案件罚金3337.
7万元。
警方坚持扫黑除恶与 “打
伞破网”同步推进，密切对接纪
委监委，建立健全线索通报、协
同办案、联合巡察等工作机制，
深挖彻查每起涉黑恶案件背后
的各类“保护伞”“关系网”，先
后共依法查处公职人员18名，
村
干部18名。
在深挖彻查同时，警方推进
“打财断血”，实现抓捕涉案人
员与清查涉案财产同步推进、深
挖犯罪线索与深挖利益链条同
向发力，
全力对黑恶势力犯罪团
伙的资金、
房产、车辆、有价证券
情况展开深挖彻查，先后累计共

查扣现金存款及房产、车位、车
辆等移查冻结黑恶资产估值
1.
23亿元；联合税务部门对黑恶
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为法人的
公司开展涉税情况调查，责令补
缴税款1192余万元，有力摧毁
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在深挖线索方面，目前全市
共收集掌握各类线索5007条 ，
办结率96.
84%，从中 破 案575
起，刑拘1512人，线索核查质效
始终位居全省前列；发放群众举
报奖励金53人48.
39万；在强大
的舆论宣传声势下，
358名涉黑
涉恶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据了解，厦门警方坚持以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龙头，全面牵
引推动盗抢骗、
黄赌毒等各类打
击整治专项行动，组建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诈骗新型违法犯罪中
心；
对群众反映问题突出的重点
行业、
领域、
部位，协同市综合治
理组逐一责成主管部门开展定
向整治；
落实黑恶案件一案一总
结和行业监管漏洞通报制度，推
动实现打击与防范、治标与治本
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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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警方经过周密部署和
缜密侦查，打掉了以汪志泉（男，
曾用名汪智泉，绰号“汪三”，
43
岁，四川巴中人）为首的涉黑恶
势力犯罪集团，并抓获包括主犯
汪 志泉 在 内 的 涉 案 犯 罪 嫌 疑 人
14名。目前，汪志泉等犯罪嫌疑
人 均 已被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批 准 逮
捕。
经查，以汪志泉为首的涉黑
恶势力犯罪集团主要采取开设赌
场、暴力讨债、垄断长途大巴运输
生意、侵害四川籍在厦经商人员
等方式，在我市辖区内进行寻衅
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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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禁、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等违法
犯罪活动，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和破坏了经济、生活
秩序，
社会影响恶劣。
为彻底查清该涉黑恶势力犯
罪集团的所有违法犯罪事实，消
除社会治安隐患，警方现公开面
向社会征集该涉黑恶势力犯罪集
团的违法犯罪线索，希望广大人
民群众特别是曾受到该黑恶势力
犯罪集团成员不法侵害的单位、
受害人、知情人等，积极向公安机
关提供该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线
索和相关证据。对提供的线索和
证据，公安机关将严格保密，依法

保障举报人、受害人、证人的合法
权益，并依照《厦门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线索举报奖励通告》对
提供有价值线索和证据的人员予
以相应奖励。对知情不举，
故意包
庇、纵容、袒护违法犯罪，以及为
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通风报信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 打击 报 复 举 报 人 的 将 依 法 从
严、
从重惩处。
公安机关正告曾经参与或帮
助该涉黑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实
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要认清形
势，主动投案，争取立功和宽大处
理。 MNO PQRX;$%#&:(%

!"!"#$%&!'()"#*+,"#-./01234567"8
9:/01;<#.=>?1@ABCD
#"EFGEHIJGIKLJMNOPQR!ST)UVWXBCD
xByz{!!$G$%&#'##(#)(%G$%&#'##(#!&$
xKC|}~{ QR!YZ[\]^ #*( _UV`aQR!"#-.
bcdefghijSk
UxB {+,-./.01234/015670,D

!"#$%&'()*+,!"#$9:3;)*<=>?@A.BCDEFGHIJKL>MNO

生殖器问题困扰很多男性患
者，在手术时被临时增加项目，更
让患者难以接受。小李就遇到了
这样的事情。小李去湖里阳光医
院做包皮手术，躺在手术台上，医
生突然说需要增加手术项目，并
叫来了院长、专家医生 “软磨硬
泡”。无奈之下，
小李只得同意。近
日，厦门警方打掉全市首个医疗
领域恶势力犯罪集团，并在昨日
对外通报。

检查单。在治疗室里，
护士用一台
所谓的“高级仪器”为小李做了
辅助检测。之后在医生的建议下，
小李接受了包皮手术。
没想到手术期间，医生说发
现了其他疾病，要求小李增加手
术项目。“在整个过程中，医生没
有缝合我的伤口，
一直拖延。”小
李说道。最终，
躺在手术台上的小
李只能接受了医生的要求。
术后医生多次要求小李复
查，
还开了点滴消炎的药品。整个
治疗过程，小李支付了6万多元的
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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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小李在网络上看了
广告，
慕名到湖里县后社湖里阳光
医院就医。小李说，
在广告中，
医院
声称手术费用低，后期恢复快，
网
上报名还能享受一定的折扣。
小李来到医院后，有位自称
“丰某”的专家医生前来接诊。简
单检查后，
“丰某”认为小李包皮
过长，需要做手术，并给小李开了

去年，市卫计委和市场监督
管理局联合检查组发现了这条线
索，并在去年8月，由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移交给警方。警方高度重
视，立即指令湖里分局联合刑侦
支队成立专案组，并迅速开展案
件侦办工作。该案涉案人员复杂、
组织构架不明确，且受害人较多，
这给侦办工作带来不少难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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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患者增加手术项目和手术费
用，每场手术下来都要超过5000
元，
甚至过万。”民警说道。
为了吸引患者，该医院通过
网站推广、直播网站等方式宣传，
还让工作人员上街发放小广告。
光是网络上的宣传费用，每个月
就高达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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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里区委政法委的组织协调，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卫计局的大力
支持下，专案组成功锁定一个以
陈某堂、卓某荣为首，黄某华、李
某武、常某、谢某为主要成员的实
施敲诈勒索、诈骗的恶势力犯罪
集团。
民警表示，这家医院内的医
生都没有专科资质，有的医生甚
至没有从业资格证。所谓的专家
医生 “丰某”，实际是挂名顶替

的。检查时所用的高级仪器，
不过
是一台价值2万元，配置技术性能
低劣的医疗设备。上面显示的数
据，都是医生手动调整的。手术
中，医生声称发现其他疾病，通过
威胁、软暴力等方式强迫患者增
加手术项目。这些手术项目，
大多
没有效果。例如生物补片项目，
实
际是用于修复受损皮肤。
“我们调
查过，一般的包皮手术只需几百
元，
而且很少有术后治疗。该医院

去年6月，相关部门在检查
时发现该医院存在问题，要求整
改。去年11月，该医院被吊销营
业执照，医院内的医务人员也陆
续离开。
去年12月，专案组先后在深
圳、温州、荆州、郑州、厦门等地集
中收网，成功抓获陈某堂、卓某荣
在内的犯罪嫌疑人20余名，成功
打掉厦门市首个医疗领域敲诈勒
索犯罪集团，涉案金额达数十万
元。犯罪嫌疑人到案后，
湖里区检
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目前，
嫌
疑人均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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