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店家好心提醒顾客， 车辆

违停路边要被监控拍照。 谁料，这名司

机不但没有把车挪到就近的停车场，还

用宣传单遮挡号牌，被交警抓了现形。

5月 14日早上 7时许， 南明交警

二中队民警在青云路巡逻时， 发现路

边违停着一辆白色越野车， 该车车牌

用宣传单遮挡着。 正当民警走近越野

车，准备对车辆进行检查时，越野车的

驾驶员匆忙赶了过来。

“商店老板提醒我这里有监控拍

照……”驾驶员有些委屈地对民警说，

当天上午，他开车到青云路购物，在得

知路边违停要被监控抓拍， 附近就有

农贸市场地下停车场后， 他并没有把

车开到停车场， 反而心存侥幸拿出宣

传单遮挡了车牌。

据民警介绍， 因故意遮挡机动车

号牌，该驾驶员将受到一次性记 12 分

的处罚。 （本报记者 李强）

车主挡住了号牌

却“丢”了驾照

习水首例涉黑案昨日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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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诚花园”回迁安置房接房公告

“天诚花园”回迁安置户:

�������2018年 6月 22日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联公司)接贵州君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诚房开)《关于“天诚花

园” 安置房交房事宜的函》：君诚房开开发建

设的“天诚花园” 项目一期(1-7 号楼)经过整

改，于 2017 年 10 月经贵州省建筑科学研究检

验中心检测，检测结果评定为 Au级，同时按相

关规定和流程完成验收和相关手续，已达交房

条件，要求三联公司尽快安排组织回迁户办理

验房收房手续。

从即日起请“天诚花园” 项目一期(1-7 号

楼)未接房的回迁安置户携带安置户主身份证

及复印件、《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交款收据等

相关资料到君诚房开“天诚花园” 物业中心二

楼办理接房手续。

接房程序:验房→签订接房协议→领取钥

匙→领取超期过渡费、相关补助等。

超期过渡费发放至 2019 年 5 月 15 日止，

从 2019年 5月 16日起停发超期过渡费。

从 2019 年 5 月 16 日起，请“天诚花园”

回迁安置户在 30 日内及时办理相关接房手

续，不及时办理接房手续的回迁安置户，所造

成的一切损失由其本人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14日

��������连日来，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天怡豪生大酒店

七层黄杨厅举行的老酒鉴定变现活动仍在进行

中， 收藏馆在继续收购老酒的同时，加大力度收

购 1983-1996年整箱茅台酒

老酒收藏有门道 一旦保存不当损失大

老酒的收藏保存专业性很强，尤其是整箱的老酒，

如果市民不懂老酒的收藏和保存知识， 盲目保存一旦

造成跑酒或品相破损，将会导致价值大大降低，甚至成

为废品。收藏馆制定了严格的老酒鉴定收购程序，在完

成鉴定后，收藏馆本着诚信的原则，绝不压价，直接干

脆地报出老酒的最后价格， 这个价格保证在行业是较

高的，部分整箱老酒价格会更高，保证市民不吃亏，免

去市民讨价还价之苦。

回应市民请求 新茅台酒也收购

收藏馆现在收购的酒扩大到 1953 至 2018 年茅台

酒及各种名酒，茅台生肖酒，茅台纪念酒，茅台年份酒，

80 年以及五粮液，董酒，习酒，鸭溪窖，眉窖，珍酒，平

坝，古井贡，汾酒，郎酒，泸州老窖，剑南春，西凤，洋河

等各地方名酒，同时还收购各种名牌洋酒，虎骨酒，冬

虫夏草，老安宫牛黄丸，老阿胶，老片仔癀等。

为了方便市民，收藏馆开出多种交易模式，可安排

专人上门收购。 收藏馆还专门为这次活动准备了相应

的礼品赠送给大家，确保市民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地址：枣山路 95 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

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斥资 1亿元高价收购 1983-1996年整箱茅台酒

只要您有好酒拿过来价格不是问题

5 月 14 日，遵义市习水县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钟甲、钟某明

等 18 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敲诈勒

索等罪一案。 据指控，当地一名村

支书， 被控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者。

该组织通过垄断当地运输业，非法

获利上千万元。

14 日上午 9 点，习水县法院副

院长冯世富敲响法槌， 开审此案，

钟甲等被告人被一一押入法庭。

据介绍，这是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以来，习水县法院开庭审理

的首例涉黑案件。 副院长冯世富与

2 名审判员、4 名人民陪审员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习水县检察院副

检察长冯文林等出庭支持公诉。

据公诉机关指控， 这起涉黑案

的主要成员钟甲、钟某明等 15名钟

姓被告人，系习水县二郎乡钟氏宗亲

（其中钟某高已死亡）， 钟甲与钟某

明关系一直紧密。1999年至 2014年

期间，钟甲通过钟某明等人的帮助扶

持，违规操作，先后担任二郎村村委

会主任、党支部书记。

2012 年，被告人钟甲、钟某明、

钟某刚等人，因贵州省习水鼎泰能

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二

郎电厂” ） 在二郎乡投资建厂，土

地、房屋被征用、拆迁。

为牟取非法利益，钟甲、钟某

明等人以 “为失地农民创造再就

业” 为名，拉拢村民筹资 400 余万

元， 采取唆使村民不配合征拆、上

访等方式，迫使政府同意成立由他

们掌控的贵州习水利民运输有限

公司 （后注册为贵州习水益民运

输有限公司 ， 下 称 “益 民 公

司” ）。

之后， 公司与相关方面签署

《二郎电厂项目推进工作备忘

录》，得到“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满

足征地农民劳务就业和车辆运输”

的保障性条件。

据指控， 为达到垄断二郎运输市

场的目的，2013年 4月 14日，钟甲、钟

某明（时任益民公司董事长）召集钟

某高等人，商议采取堵工、威胁、滋扰、

“谈判”等手段，强行承揽工程。

后来，钟甲、钟某明等人组织人

员采取堵工方式，强揽了二郎电厂三

标段的运输业务，从此确定了该组织

在二郎运输行业的强势地位。

在发展中，该组织初步形成以

钟甲、钟某明为组织者、领导者；

钟某刚、钟某高、钟某胜、张某奇、

钟某围、钟丙等人为参加者的犯罪

组织。

后来， 该组织又吸纳多名钟姓

成员进一步壮大势力， 通过排挤二

郎辖区其他运输公司和车队， 将赵

某春带领的车队拉入该组织， 增强

经营能力，壮大组织势力。

该犯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

形成一系列被组织成员遵守的纪律

规约：一是二郎所有运输业务都应由

益民公司做， 一个项目都不能丢；二

是所有在二郎从事运输的货车必须

挂靠益民公司，统一收取每月 200元

“挂靠费”以及每吨（方）0.2元至 1

元的“管理费” ；三是个人在二郎不能

私自承接工程运输业务，以及需服从

安排管理、违者接受处罚等。

据指控， 该犯罪组织通过实施

强迫交易、 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

为，获取非法利益 1028万余元。 这

些钱，用于为组织成员发放工资、福

利，修建办公楼、购买运输车辆增强

经营能力， 甚至包括为因组织利益

打架受伤的成员垫付医疗费， 为被

拘留的组织成员提供“生活费” 等，

维系组织的存续发展。

公诉机关认为，该犯罪组织通过

有组织地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

违法犯罪行为，致使多名被害人放弃

工程且不敢控告，生产经营者被迫将

工程发包给益民公司，在习水县二郎

镇区域内和运输行业中形成非法控

制和重大影响，严重破坏当地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和正常的社会生活秩

序，社会危害性极大。

该案邀请了当地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群众、被告人家属等 300 人

旁听案件审理， 不少群众还来到法

院大门外，通过大屏幕观看庭审。该

案还在网上同步直播， 观看人数近

百万人。

据悉，由于涉案被告人多、罪名

多、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本次庭

审预计持续 4天。

本报记者 黄宝华

村支书“黑老大”垄断当地运输业，非法获利千万元———

涉黑案18名被告人

15人系“钟氏宗亲”

村支书成“黑老大”

垄断当地运输业

敲诈勒索强迫交易

非法获利千余万元

当地群众在法院外看大屏幕直播

钟甲等人出庭

钟甲等人涉黑案庭审现场

本报讯 5 月 13 日， 花溪区人

民法院依法对一起组织卖淫案进行

一审宣判， 被告人胡克珺等十一名

被告人因利用网络组织卖淫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十二年不等的

刑罚。

2017 年至 2018 年间， 被告人

胡克珺、刘书建、谢国琴、肖芬、杨刚

等人各自采取建立 QQ、 微信招嫖

群、 纠集卖淫女等方式参与网络组

织卖淫活动， 逐渐形成了以卖淫女

资源为纽带， 通过网络联系的组织

卖淫恶势力团伙。

该团伙在微信、QQ 群内大量

发布卖淫女信息招揽嫖客， 接到嫖

客订单后通过相互联系安排卖淫女

卖淫，并从嫖资中分取利益。案涉卖

淫场所均位于贵阳市南明区某地段

多家酒店， 短短数月间便组织上百

次卖淫活动， 对网络空间及周边环

境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案件审理过程中， 花溪法院针

对该案犯罪行为多存在于网络空间

的特点， 着重审查电子数据等证据

以明确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并组

成以副院长为审判长的合议庭进行

审理，精心研判，在查明事实的基础

上， 依法对各被告人作出了罪刑相

一致的刑罚。

据了解，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 花溪法院共受理涉恶案件

12 件 57 人， 现已审结 12 件 57 人

（涉恶犯罪集团 9 件 41 人，涉恶犯

罪团伙 3 件 16 人），其中重刑人数

32人，判处财产刑 127.6万元。

（张立 本报记者 岳欢）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十二年不等

网络组织卖淫 十一人团伙获刑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册亨县公安

局获悉，近日，册亨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在开展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时，查

获了一辆严重超员的小货车， 核载 5

人的车辆却足足塞上了 15人。

5月 13日， 册亨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坡妹中队在坡妹镇大路村路段设立

临时查缉点。当天，民警在对过往车辆

进行筛查时， 发现一辆牌照为贵

E*****�的小货车其货箱处装满了人，

大到六七十岁的老人， 小到刚满月的

婴儿； 且货箱内并没有任何的保护措

施， 坐在货箱内唯一能保持身体平衡

的只有用手抓住货箱围栏的挡板，十

分危险。

民警立即打手势示意驾驶员靠边

停车， 令车上所有人下车逐一清点，发

现这辆核载 5 座的货车实载居然达到

了 15人。司机杜某向民警解释，车上拉

的都是亲戚，是从纳力村带人到大路村

另一亲戚家吃酒席，由于前面的座位坐

不下，只好让他们去货箱了。

民警立即对杜某这一严重违法行

为进行了口头教育和扣留证件， 并告

知其随即到坡妹交警中队进行处理。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王永海 本报记者 梁俊鹏）

民警对司机口头教育

并扣留其证件

核载5座车辆

他竟装了15人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