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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聊城29人涉黑案公开宣判
首犯唐金文获刑25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本报聊城10月20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希玉 李明
玉) 10月20日上午，聊城市东昌
府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唐金文
等29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一审公开宣判，以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
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妨害
作证罪、赌博罪、窝藏罪、挪用资
金罪、行贿罪等数罪并罚，判处
唐金文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以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等罪数罪并罚，分别判
处李虎、王志恒、赵连祥、冀学
朋、唐敬源、郝爱猛、史洪华、张
振翔、贾东方、郭新强、张玉坤、
王鹏、李明亮、刘国梁18年至1年
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50
万2千元至3万元不等的罚金；以
聚众斗殴罪分别判处张忠华、胡
成刚、蒋玉仓3年3个月至2年6个
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以寻衅滋事
罪判处裴万军有期徒刑2年3个
月；以强迫交易罪分别判处曹广
峰、孙元瑞、曹广全、曹广臣、曹
士江1年9个月至1年不等的有期

徒刑，并处10万元至6万元不等
的罚金；以窝藏罪分别判处赵连
飞、刘振宾、王连运、赵文峰8个
月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被
告人唐金文为首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犯罪分子聚敛的财
物及其收益，依法追缴、没收，公
安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唐金
文1998年前后在聊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大胡村建设万豪大酒店，后
又承揽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土方
工程、经营五福茶楼等积累了财
富。2004年8月，唐金文被任命为
大胡村党支部副书记。2007年11
月，唐金文非法谋取大胡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职位，获得了
一定的政治地位，此后长期把持
基层政权。自2009年4、5月份以
来，逐步形成以唐金文为组织、领
导者，以李虎、唐敬源、王志恒为
积极参加者，以孙庆海(已死亡)、
史洪华、郝爱猛、赵连祥、贾东方、
张玉坤、郭新强、李明亮、王鹏、刘

国梁、范福祥(另案处理)、冀学
朋、张振翔等为一般参加者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

为取得经济支撑，以唐金文
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成立
聊城永安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山东红太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等十余家企业，从事混凝土经营、
房地产开发、钢材销售等，并通过
违法犯罪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部
分用于向组织成员发放报酬、分
红，赔偿、安抚受害人员使其不控
告、不举报，部分用于拉拢腐蚀国
家工作人员，为组织成员寻求非
法保护，逃避法律追究，以支持该
组织继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
维护组织利益，以被告人唐金文
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组织地
实施了强迫交易、寻衅滋事、聚众
斗殴、妨害作证、行贿、挪用资金、
赌博等30起违法犯罪活动，严重
破坏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在聊
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造成重大影
响。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

条的规定，被告人唐金文所组
织、领导的犯罪组织依法应当认
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其中，唐
金文是该组织的组织、领导者，
李虎、唐敬源、王志恒为积极参
加者，且系该组织骨干成员，史
洪华、郝爱猛、赵连祥、贾东方、

张玉坤、李明亮、刘国梁、郭新
强、王鹏、范福祥(另案处理)、冀
学朋、张振翔等是一般参加者。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
情节，以及各自在整个黑社会性
质组织中的地位、作用，法院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聊城10月20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姜建
军) 10月19日上午11时许，聊
城高速交警茌平大队民警在
视频巡逻中发现，一辆灰黑色
轿车经过济聊高速茌平西下

道口时，突然停在应急车道
上，随即车上两人互换位置
后，驾驶车辆驶离高速。茌平
大队视频巡逻民警根据执勤
经验怀疑驾驶员有问题，立即
通过对讲机通知茌平西路面
执勤警力，对其进行拦截。

当民警让截停的驾驶人
出示身份证和驾驶证时，该
男子有些慌张，只向民警出
示了行驶证，口头报了身份

证号码，民警随即将其带回
执法站检查。经核查，发现该
驾驶人姚某，驾驶证处于饮
酒驾驶被暂扣状态。原来一
个月前，姚某因酒后驾驶机
动车，驾驶证被暂扣。这次为
了逃避处罚，才选择在下高
速路口前和乘车人换了位
置。姚某在驾驶证暂扣期间
继续驾车属于无证驾驶行
为，将面临严厉处罚。

啥情况？突然停高速应急车道换驾驶员

本报聊城10月20日讯(记
者 李怀磊 通讯员 段其
飞) 10月18日，一辆超大件运
输车辆在德商高速转青兰高
速行驶时，由于转弯困难，造
成交通拥堵现象，聊城高速交
警东昌府大队巡逻民警巡逻
发现后，立即为大件运输车开
辟绿色通道，及时为驾驶员解
决通行问题。

当日12时许，聊城高速交
警东昌府大队值班人员在巡
逻时，发现有一辆大件运输车
停在德商高速转青兰高速匝
道上，造成车辆拥堵，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民警迅速指挥疏
导周边车辆有序通行，并告知
大车驾驶员摆放好反光标识
和锥桶，做好防护措施。经过
民警现场了解，这辆大件运输

车长达74米，因为转向角度问
题无法在匝道转弯，该公司调
度员正束手无策，看到民警立
即求助。

民警迅速上报情况，同时
协调辖区高速路政值班人员
增援。经过民警耐心协调指
挥，该运输车终于全部通过高
速匝道，路口交通秩序恢复正
常。

大件运输车转弯难，多亏高速交警来帮忙

聊城高新区大力发展养
老事业，努力提升集中供养机
构服务水平，带着感情做好老
年人的工作，让每位在院孤寡
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共享社会
发展成果。积极探索新型养老
服务模式。脱贫攻坚引入社会

力量，盘活社会资源，打造“四
社联动、益汇曹庄”互助养老品
牌，形成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
织为载体、社工人才为支撑、社
会志愿者为依托的养老模式。

同时，以“大社区+微家
园”、“大园区+小合作社”、“大

龙头+新机制”、“大整合+强撬
动”四项工程为牵引，引导多
家规模以上农业、扶贫企业实
现就业工场、规模农场“两场同
建”，既实现了共建共享，利用
财政资金带动工商资本发展乡
村产业，又吸引了人才回流。

聊城高新区：让每位孤寡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近期，临清新华路街道按
照脱贫攻坚“规范提升月”部
署要求，对街道扶贫工作进行
全面提标。坚持党工委书记直
接领导；坚持村支部书记遍访

贫困户；坚持“四个一”工作标
准；坚持“六净一改善”工作要
求；坚持加强宣传舆论氛围；
坚持挂包科级干部负责扶贫
产业项目。新华路街道将勇当

脱贫攻坚战中的排头尖兵，以
更快的行动、更高的标准、更
实的举措，奋力打造脱贫攻坚

“新华样板”。
(张博)

临清新华路街道：以决战决胜的姿态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临清新华路街道结合干
部作风整顿和开展“三遍访”
工作要求，积极组织村党支部
书记遍访贫困户，着力为贫困
户解决实际困难。

近日，各村党支部书记带

领村干部、扶贫专职遍访了
每一位贫困户，重点关注房
屋是否漏雨、院内的基本道
路是否提升到位，并主动为
贫困户打扫卫生，整理庭院。
同时，询问他们生产生活方

面的困难、倾听诉求并详细
记录。通过开展村支部书记
遍访贫困户工作，切实将党
的关怀、党的声音传递到了
贫困户。

(张博)

临清新华路街道积极开展村党支部书记遍访贫困户工作

为了加强落实扶贫小额
信贷政策宣传工作，阳谷县张
秋镇安排印制了《扶贫小额信
贷政策“明白纸”》，由帮扶责
任人发放到位，并在帮扶日志

中写明发放宣传情况。帮扶责
任人针对扶贫小额信贷的特
点、用途、办理流程进行了入
户走访，同时对贫困户的脱贫
需求进行摸底，给有贷款需要

的贫困户提出合理化建议，引
导贫困户申请贷款，充分发挥
小额信贷在支持贫困户发展
生产和脱贫致富的重要作用。

(张慧 李新胜 吴传来)

阳谷张秋镇落实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宣传

“多亏国家的好政策，十四万
的医药费，我只花了一万四千块
钱，治好了我多年的股骨头坏死，
让我能恢复劳动能力，好日子眼看
就要来了。”说起健康扶贫政策，聊
城高新区许营镇侯营村贫困户张
庆桂满怀感激。

贫困人员就医享受多重保障，
住院免收住院押金，享受基本医

保报销、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定点医疗机构减免、扶贫特惠
保险，住院政策范围内自付比例
不超过10%，为住院贫困群众免费
提供餐饮等等，即便门诊就医也
享受“两免两减半”，许营镇精准
落实一系列健康扶贫政策，切实
让贫困群众摆脱了因病返贫的困
扰。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健康扶贫暖民心

根据全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全省
脱贫攻坚省级评估验收将于10月
份启动。为全面做好准备工作，确
保顺利通过省级评估验收，阳谷张
秋镇立即召开帮扶责任人和机关
干部全体会议，对全部建档立卡享

受政策贫困户、即时帮扶户和产业
扶贫项目(含扶贫协作项目)进行走
访检查，重点核查贫困户脱贫质量、

“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行业
扶贫政策落实、帮扶工作到位和群
众满意度，确保顺利通过省级评估
验收。 (张慧 李新胜 吴传来)

阳谷张秋镇做好省级评估验收准备工作

用励志歌曲激励他人生命意
志，是高唐三十里铺镇冯庄村村民
吕庆臣认为他力所能及的最有意
义的事。十年前，室外作业的吕庆
臣意外摔伤脊柱，导致高位截瘫。
经测评为一级伤残的吕庆臣，生活
尚不能自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作为贫困户，受到政府各方面
的照顾和帮扶，吕庆臣却总想做点
力所能及且有意义的事。三年前，
在镇村干部和乡亲吕金新等帮助

下，吕庆臣利用电脑等硬件，在快
手等软件上注册了“山东轮椅哥”
网名，网络学唱直播的愿望实现
了。

如今，“山东轮椅哥”在一些直
播平台上叫响。吕庆臣的直播现场
由室内搬到了室外，由夜里低唱改
成了白天尽情歌唱。尽管还有些许
生活上的困难，但是吕庆臣坚信，
明天会更好，前方的道路上充满着
阳光。 (王保文)

轮椅上唱响“自强歌”

在全国扶贫日来临之际，高唐
县姜店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积极发动
帮扶干部、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爱心
人士等参与其中，广泛动员社会力
量关注扶贫、支持扶贫、参与扶贫、推
介扶贫，努力营造浓厚的社会舆论，
使扶贫政策深入人心，为贫困群众
牵线搭桥成为结对帮扶的“红娘”。

强化宣传，使广大扶贫干部和

群众感受节日氛围。文化下村，在
村级文化广场组织文艺演出，实行

“菜单式点菜”，贫困群众点什么就
演什么。文艺进家，扶贫宣传队为燕
庄村贫困户宋美兰送去了舞蹈、唱
歌、快板等精彩的节目，把快乐带给
老人，与老人一起欢庆“扶贫日”。健
康扶贫，组织家庭签约医生集中家
访一次，集中培训一次，集中服务一
次，使健康扶贫知识入心入脑。

走进群众中 共度扶贫日

冠县斜店乡党委、政府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多举措强化措施，筑牢基
层战斗堡垒，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斜店乡坚持“围绕扶贫抓党
建，抓好党建促扶贫”的工作思路，
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精准扶贫
工作相结合，推动党建优势转化为
扶贫优势、党建活力转化为攻坚动
力。通过专题辅导、现场观摩、座谈

交流相结合的形式，不断增强农村
基层干部抓党建、促发展、惠民生
的能力，引导村里群众发挥自身优
势，拓宽增收渠道，提高致富能力。
通过扎实推进村级阵地标准化、活
动规范化、服务优质化，加强村党
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
设等，筑牢基层党建堡垒，助力脱
贫攻坚。 (王辉)

冠县斜店乡：筑牢战斗堡垒 打赢脱贫攻坚战

挂失声明
宋文斌(电话17306350021)不慎将聊城星河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给聊城市诚泰工业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的质保金收据丢失，金额4500元，特此声明！

20日，聊城“唐金文案”一审公开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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