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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被告人吴某纠集被告人
蒯某、吴某甲共同出资筹备成立公司从事
放贷业务，通过设立规矩、明确分工、“业
绩”提成、安排食宿、组织聚会、对“工作”
中的人员进行微信红包“慰问”、对因实施
犯罪活动受伤的人员进行“慰问”等方式
强化管理、笼络人心，逐步形成了以吴某
为组织、领导者，吴某甲、付某某、张某、蒯
某、施某某、吴某乙等人为骨干成员、积极
参加者，朱某某、黄某某以及徐某、郭某
某、胡某某等人为一般成员，组织较为稳

定、分工较为明确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犯罪组织通过有组织实施开设赌

场、赌博、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攫取高额
经济利益，以维系该团伙的稳定及发展。
吴某等人利用未成年人涉世未深、社会经
验不足、自我保护能力弱、易被控制和威
胁等特点，并利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护子
心切等心理，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实施“套
路贷”违法活动，还组织设局诱骗未成年
人参加赌博，进而逼迫未成年人及其监护
人支付巨额债务。

2017年5月至2018年2月间，该犯罪
组织为树立其非法权威，维护其非法利
益，为非作恶，组织成员单独或结伙他人，
先后在余杭区实施敲诈勒索、开设赌场、
赌博、聚众斗殴、非法侵入住宅、强奸等数
十起犯罪活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带来
严重社会危害。特别是通过诱骗余杭区
及海宁市部分职业学校学生参与赌博后
实施敲诈勒索，造成多名被害人家庭、生
活受到严重影响，并致多名被害人辍学、
转学、搬离原居住地，甚至有被害人因此

企图自杀。
余杭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

等十二人分别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敲诈勒索、赌博、开设赌场、
聚众斗殴、强奸、非法入侵住宅罪。吴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二十四
万元。判处吴某甲、付某某等十一人有期
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到三年不等，并处罚金
二十三万五千元到三万五千不等。

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套路贷”诱骗学生参与赌博后实施敲诈勒索

这个打着公司幌子的黑社会团伙落网
余杭一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公司为幌子，从事“套路贷”违法活动，并通过有组织实施开设赌场、赌博等行为，获取高额放贷利润及抽头，还设局诱骗未成年人群

体参与赌博，致未成年被害人欠下高额赌债，进而向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实施敲诈勒索活动，获取高额经济利益。2018年12月29日下午，余杭区人民法院对该案

作出一审宣判。 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庞楚楚

本报讯 （记者 吴一静） 这两
天气温骤降，早上最低温度接近零
度，刚刚扫完新丰路路面的环卫工人
沈爱田的手指，冻得几乎弯曲不了。
当她走进新丰路城管爱心驿站想避
一避刺骨的寒风时，接到了城管局领
导及时递过来的一杯刚刚煮好的姜
茶。“手里捧着这杯热腾腾的姜茶，一
直暖到心里。”

“天气越来越冷，环卫工人工作
特别辛苦。今天我们来看看他们，为
他们送上一杯姜茶和慰问品。”区城
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吕云丽告诉记
者：“我们打造的城管爱心驿站给环
卫工人、市政绿化工人、城管执法队
员和序化队员等户外工作人员提供
了避避风雨、喝口热茶的地方。目前
这样的爱心驿站共有 9个，明年还将
继续增加。”

记者了解到，区城管局今年全力
推进“党建+驿站”创建行动，推行“支
部建在驿站上”，更好地服务一线职
工和人民群众。

“这杯热腾腾的姜茶，一直暖到我们心里”
两个月被盗31辆

公共自行车频频失窃
背后原因竟是“懒”
本报讯（见习记者 童江平 通讯员 阮明

艳）近两月，余杭公安南苑派出所连续接到十
余起关于杭州余杭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秦女士的报案：在南苑街道时代社区
第一人民医院北门、瑞众网吧门口岗亭的公共
自行车频繁被盗。据统计，从 2018年 10月 15
日到 11月 20日之间，共计 31辆公共自行车被
盗，总价值接近25000元，该批自行车使用的是
有桩技术，无GPS定位。

接到报警后，南苑派出所视频组及时调取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监控，发现几名嫌疑人每次
都是用脚踹的方式将公共自行车的卡锁踢掉，
盗窃成功后都骑往联盟小区南区附近。根据嫌
疑人衣着特征，作案方式及盗窃后逃离轨迹，警
方发现其为同一伙人所为，经视频跟踪发现嫌
疑人盗窃成功后前往联盟南区一网吧上网。派
出所调取网吧上网记录确定其中一名嫌疑人身
份信息及地址后，民警带队在联盟南区某号楼
下将其中三名嫌疑人抓获。

经犯罪嫌疑人唐某（男，27岁，四川人）描
述，他和赵某（男，18岁，四川人）、杨某（男，18
岁，四川人）等五人是朋友兼老乡，读完小学后
就陆陆续续出来打工了，并在同一个酒吧工
作。近段时间，五人前前后后共实施了 7次损
坏、盗窃公共自行车行为。行窃地点分别是在
南苑街道第一人民医院北门口的公共自行车租
赁点和南苑街道瑞安网吧门口的公共自行车租
赁点。其中赵某在今年8月因盗窃手机被余杭
区公安分局依法取保候审。

据唐某交代，因单位离住所有不少距离，天
气转冷，因懒得办市民卡，又懒得走路，唐某几
人便对路边的公共自行车打起了歪主意。他们
摸索出一个小技巧，用脚踢自行车坐垫下的金
属杆或者后面的轮胎，自行车就会跟锁脱离。
到了半夜一看四处无人就轻易踢坏，骑到住所
便弃之不顾了，第二天用同样的方式在另一个
租赁点再次盗取自行车后骑往单位。

目前，唐某等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余杭公
安依法强制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方提醒：呼吁大家要有公德心，自觉爱护
公共设施，更要知法守法畏法，切莫贪图一时之
快而触碰法律的高压线。

做最美旅游人 讲好旅游故事

高长虹等10人获评
余杭“最美旅游人”
本报讯 （记者 吴一静 通讯员 陈霏）

2018余杭“最美旅游人”评选结果于近日揭晓，
高长虹、孙亮、刘洪波、周永章、仰容霞、金玉
仙、俞荣华、许达锋、陆国平、聂欢欢10人获得

“最美旅游人”称号。
本次活动共计收到来自景区（点）、宾馆饭

店、旅行社、民宿、景区村庄等行业近 50人报
名，经过专家初选、微信投票和专家评审，高长
虹、孙亮等10人获得“最美旅游人”称号，另徐
小芬、肖斐、黄小燕、周鹏飞、熊文5人获得“最
美旅游人”提名。

在入围者中，既有扎根岗位，为贫困学生
和困难妇女送去温暖的“爱心姐姐”，也有敢为
人先、为乡镇带来旅游发展活力的行业新锐；
既有在一线默默战斗的文明导游，也有为地方
旅游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他们兢兢业业，忠
于职守，用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展
示着余杭旅游人的风采。

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评选活
动挖掘出了一大批有担当、有能力的余杭旅游
人，行业正能量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弘扬，这
也将更好地推动我区旅游业的发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 童江平 记者 俞
杰）最新修订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
烟条例》已于 2019年 1月 1日起正式施
行。我区也将于近期颁布实施相关条例。

据了解，新条例更注重对青少年的保
护，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大，同时对市民关
心的“电子烟”、“办公场所吸烟”等问题进
行了规范。与旧条例相比，更加细化的新
条例虽然看上去更“严”，实际上可执行性
更“强”，也更有“温度”。

新条例的“三大亮点”

此次新条例的出台更注重细节和可

执行性。条文中，除新增“室内工作场所”
等禁烟外，学校、少年宫、妇幼保健院等为
妇女儿童提供教育、医疗服务的场所，健
身、演出区域，文物保护单位等室外场所
同样被列为禁烟区域；处罚力度进一步加
大，对个人违反规定的处罚由“五十元”上
升至“二百元”，对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未履
行职责的处罚，由“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上升至“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条
例首次明确了“室内”吸烟的界限，并将

“电子烟”一并纳入控烟范围。今后，市民
如在公共场合看到他人吸烟，劝阻不听的

可拨打“12345”市长公开电话投诉举报。

多数市民对条例举双手赞成

在采访过程中，多数市民表示对条例
的颁布施行表示支持。

在临平新城某写字楼工作的孙女士
表示，办公室一共 8个人，其中 3人是“老
烟枪”，平时他们在办公室抽烟，根本不顾
及女性同事的感受，进行劝说又怕伤了同
事之间的和气。如今条例出台，公司就可
以强制他们不得在办公室吸烟了。

李阿姨是临平汽车北站的一名保洁

员，她告诉记者，每天在北站大门口和广
场上扫出来的烟蒂有好几畚箕，有些人要
坐长途车几个小时不能抽烟，就在上车前
一根接一根拼命地抽，老婆孩子就在旁边
吸二手烟也不管。

大量数据表明，二手烟会增加成年人
罹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道疾病的几
率，易引发儿童肺炎、中耳炎。区妇幼保
健医院的陈医生表示，他曾接诊过几起儿
童罹患中耳炎、咽喉炎的病例，都与孩子
在家庭生活中长期摄入二手烟雾有相关
性。

史上最严控烟条例出炉 最高可罚二万元
学校、少年宫、妇幼保健院等周边区域严禁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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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读者朋友：

2019年度余杭晨报今天开始发行了。由于今年余杭晨报发行
量较大，可能出现订阅户未能及时收到余杭晨报，由此给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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