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 2019年4月15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郭庚新 校对：洪泓

XIAOSHAN DAILY

666

扫黑不手软 萧山两黑恶势力团伙覆灭
扫黑除恶进行时

4月22日 08:30-09:30停抢
一A003线荣星君佳苑1#公变低压
出线开关：北干街道荣星君佳苑及其
周边一带；9:30- 10:30 停抢二
A018线荣星君佳苑2#公变低压出
线开关：北干街道荣星君佳苑及其周
边一带；10:30-11:30停抢一A003
线荣星君佳苑5#公变低压出线开
关：北干街道荣星君佳苑及其周边一
带：13:30-14:30停抢二A018线
荣星君佳苑6#公变低压出线开关：
北干街道荣星君佳苑及其周边一带；
14:30-15:30停抢二A018线荣星
君佳苑8#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
道荣星君佳苑及其周边一带：10:
30-16:30停尖山A538线17/02#
杆（杭州贝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跌落
式熔断器）：浦阳镇杭州贝乐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一带；8:30-15:30停东
吴C234线楼英开G13大同分线12#
杆（东吴C234线楼英开东山吴二号
分线开关）：楼塔镇大同三村、管村村、
杭州萧山楼塔镇重阳铁粉纸袋厂等
一带。

4月23日 9:00-16:30停振
华C786线国庆村3#：瓜沥镇国庆
村一带；9:00-16:30停振华C786
线张神殿村4#变：瓜沥镇张神殿村
一带；9:00-16:30停国庆C794线
坎山供电营业所3#变：瓜沥镇国庆
村一带；8:30-09:30停丽三C109
线梅和名府1#公变低压出线开关：
城厢街道梅和名府及其周边一带；
9:30-10:30 停丽三C109线梅和
名府2#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
道梅和名府及其周边一带；10:30-
11:30停丽三C109线梅和名府3#
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梅和
名府及其周边一带；13:30-14:30
停丽三C109线梅和名府4#公变低
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梅和名府及
其周边一带；14:30-15:30停丽三
C109线梅和名府5#公变低压出线
开关：城厢街道梅和名府及其周边

一带；15:30-16:30 停丽三 C109
线梅和名府6#公变低压出线开关：
城厢街道梅和名府及其周边一带；
8:00-12:45停东曹A189线20#杆
（东曹A189线联三工业区分线开
关）：义桥镇杭州爱博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杭州航旗五金包装有限公
司、杭州锦达五金制造有限公司、杭
州双诺传动机械有限公司、杭州王
征车业有限公司、杭州伟盈五金有
限公司、杭州萧山骏达五金有限公
司、杭州萧山鑫义交通设施有限公
司、杭州星丰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宇
艺机械有限公司等一带；8:00-12:
45 停三峰A213线变电所间隔开
关-24#杆（三峰A2132开关）：义桥
镇杭州大中亿实业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钱江冲压件有限公司、杭州山
水蓄电池有限公司等一带；8：00-
17：30停双桥C223线五联村7#变：
新塘街道五联村一带；8：00-17：30
停双桥C223线五联村12#变：新塘
街道五联村一带；

4月24日9:00-16:30停鱼青
A091线张神殿村5#变：瓜沥镇张神
殿村一带；9:00- 16:30 停之湘
A331线新港村11#变：瓜沥镇新港
村一带；9:00-16:30停八大C796
线新港村4#变：瓜沥镇新港村一带；
8:30-16:30停金帆C779线银河小
区14#公变低压分路开关：北干街道
银河小区79、80、81、82幢及其周边
一带；8：00-17：30停科尔C265线
娄下陈村5#变：新塘街道娄下陈村
一带。

4月25日 8:30-16:30停通
惠变汇德C781线华苑开G13绿茵
分线：北干街道绿茵公寓、杭州百德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干一苑及其周
边一带；8:30-16:30停田村C238
线161/18/01#杆（萧南村6#变跌落
式熔断器）：楼塔镇萧南村6组一带；
8:30- 16:30 停水阁 C233 线 30/
01#杆（楼家塔1#变跌落式熔断器）：

楼塔镇楼家塔1组等一带；8:30-
16:30停水阁C233线70/03#杆（雀
山岭4#变跌落式熔断器）：楼塔镇雀
山岭4组等一带；8：00-17：30停东
河C218线浙东村13#变：新塘街道
浙东村一带；8：00-17：30停东河
C218线浙东村9#变：新塘街道浙东
村一带。

4月26日 8:45-16:45停樱
多 A085 线 01#杆樱多 A0851 开
关-24#杆樱多A0855开关：瓜沥镇
工农村及杭州华民化纤、杭州正龖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等一带；8:30-16:
30停通惠变汇德C781线永山分支
开G14北干一苑9#公变：北干街道
北干一苑及其周边一带；8:30-16:
30停赵一A182线（退运后为备用
A182线）变电所间隔开关-21#杆
（赵一A1822开关）：义桥镇联三村、
杭州萧山远大机电有限公司、杭州锦
仕晟钢铁有限公司、杭州祥惠五金有
限公司、杭州铁蹄机械有限公司、杭
州立胜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等一带；
8:30-16:30停华浙A180线（退运
后为备用A180线）变电所间隔开
关：义桥镇杭州永利链业有限公司、
杭州山丰机械有限公司等一带；8:
30-16:30停姚吕A876线澜悦帝景
湾5#公变：新塘街道澜悦帝景湾小
区；8:30-16:30停江吕A890线澜
悦帝景湾6#公变：新塘街道澜悦帝
景湾小区；8:30- 16:30 停江吕
A890线澜悦帝景湾4#公变：新塘街
道澜悦帝景湾小区。

4 月 28 日 8:30-17:30 停东
吴 C234 线楼英开 G13 大同分线
21#杆（东吴 C234 线楼英开大同
三分线开关）：楼塔镇大同三村一
带；8:30-17:30 停大同 C235 线
56#杆（大同 C235 线大同二段分
线开关）-80#杆（大同C235线大
同三段分线开关）：楼塔镇大同三
村、杭州萧山荣立制线有限公司
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停电预告

大江东供电局一周停电预告
4 月 22 日 9: 00-17: 30

停头镇0306线头蓬街分线活塞
厂支线 2#-2/04#导线拆除工
作，全民村3#变拆除工作（丰
安）宝龙区块东侧规划四路及
10Kv头镇0306线迁改工程：大
江东新湾街道全民村、水利水
电临（二十五）一带。

4月 23日 8: 00-17: 30

停建一村7#变低压台区改造工
程（国通）2018年河庄街道建一
村1#、4#变台区改造工程：杭州
市大江东河庄街道建一村一带；
9: 00-17: 30停围中村1#变变
压器增容工作（国通）围中村1#
变、新围村14#变等台区增容工
程：河庄街道围中村一带；9:
00-17: 30停新围村14#变变压

器增容工作（国通）围中村1#变、
新围村14#变等台区增容工程：
萧山区河庄街道新围村一带。

4月 24日 8: 00-17: 30
停三联村4#变低压台区改造工
程（国通）2018年江东片区三联
村4#变等0.4KV配电线路及设
备大修工程：大江东河庄街道三
联村一带。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杨勇 叶文婷 谢迪

“涂川四虎”黑恶势力团伙覆灭
涉案人员达25人

2018年，萧山警方收到进化镇涂川
村相关线索举报，立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
线索核查专班。经秘密调查发现，今年64
岁的孙某桥以家族兄弟为核心，逐步控制
和把持基层政权，欺压残害百姓，有组织
地实施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严重破
坏了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去年6月28日，区公安分局组织警力
对该犯罪组织集中收网，成功抓获孙某桥
等组织成员。案件侦办之初，村民慑于孙
某桥组织成员淫威，对公安机关的办案决
心持有怀疑观望态度，有较大思想顾虑。
专案组民警联合进化镇党委政府召开党
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张贴通告和悬挂
横幅，广泛宣传、动员，增强了人民群众同
黑恶势力斗争的信心，先后有百余名群众
主动上门控诉孙某桥等人的恶行，为彻底
查清孙某桥涉黑犯罪组织的犯罪事实奠
定了坚实基础。

经查，以孙某桥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
以家族兄弟为核心，凭仗孙某桥担任村书
记一职，排除异己，培植亲信，采用拉票、
贿选、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将兄弟安插到

村主任位置，严重腐蚀了村级组织。
以侵占集体资产、强揽工程建设等方

式敛财，有组织地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
易、故意伤害、开设赌场、职务侵占等违法
犯罪活动，欺压百姓、为害一方，藐视政
府、践踏法律，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孙某桥以村建为名组建“拆房队”，成
员多由其亲信担任，他们借用村委名义随
意打人毁物，逐渐成为暴力打压村民、公
然对抗政府的“地下出警队”。

“XX村的工作必须孙氏兄弟做”，这
已成了当地不成文的规定，该组织通过切
分工程、定向发包、阻拦闹事等方式，强揽
大小工程，获取经济利益达500余万元。

该团伙为非作歹，严重阻碍当地发
展，他们向企业主索贿、吃拿卡要，违规在
水源地上游开办工业园区，数家企业先期
投入2000余万元，但至今仍无法投入生
产，导致两家优质企业破产。

历时6个月，专案组辗转陕西、上海、
福建、江苏以及我省湖州、金华、绍兴等地
开展大量调查取证工作，前后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25人，查破寻衅滋事、强迫交易、
故意毁坏财物、妨害公务等案件67起。

目前，孙某桥涉黑案件已被萧山警方
移送审查起诉。黑恶势力团伙覆灭，辖区
群众拍手称快，同时，当地的治安显著好
转，报警量明显下降，公安机关的公信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

高速路口强买强卖
恶势力犯罪集团5人获刑

2017年6月至去年5月，张某（另案

处理）伙同田某、王某、杨某、柴某、睢某等
人为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在萧山某高速
路口的饭店门口，有组织地从事强迫交易
活动，逐渐形成了以张某为首要分子，田
某等五人为骨干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张某负责组织联系、租用场地，并先
后招募柴某、睢某等人，他们分工明确：田
某、王某负责联系大巴车客源、提供场地
并收取租金；杨某拉人入伙，并负责场地
的管理、收取租金等；柴某负责管理日常
强买强卖工作；睢某根据张某等人的安
排，伙同田某等人通过抽奖引诱、言语威
胁、不让离开、殴打等手段，强行将劣质茶
杯、茶叶、充电宝、手表、手机等物品卖给
过路大巴车乘客。

一盒劣质茶叶售价700元，三个做工
粗糙的茶杯售价1200元……如此高额的
售价和强卖的做法，明显就是在宰客！据
周边群众反映，该饭店门口的摊贩时常与
客人产生争执，多名受害人在此处被强迫
购买劣质商品。

区法院审理后认为，田某、王某、柴
某、杨某、睢某等人结伙他人，以威胁手段
强卖商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强
迫交易罪，为共同犯罪，依法认定为恶势
力犯罪集团。

该恶势力犯罪集团长期在萧山的交
通要道实施作案，严重损害多名被害人的
合法权利，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4月12日，区法院对该起涉恶势力犯
罪的五名被告人以强迫交易罪作出一审
判决：判处田某、王某、雎某、杨某、柴某等
人一年六个月至二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
徒刑，并处以罚金。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上周末，虽然云系有些
多，但有那么几缕阳光从云缝中穿过
来，便让温度上升有了动力。22℃左
右的气温，不冷不热，一切都是刚刚
好，非常适合出门踏青、赏花、游玩。

本周的天气如何？区气象台预
计，未来几天晴多雨少，降雨主要出现
在16日和19日，雨量都不大，其余时
间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

气温方面，17日前较为平稳，最低
气温在9℃—13℃，最高气温20℃—
22℃。17日起气温大幅上升，18日的
最高气温或将再度突破30℃！需要提
醒大家的是，受晴空辐射影响，今天早
晨气温较低，在10℃左右，早起出门的
朋友注意保暖。

另外，这个周六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谷雨”节气。在二十四节气划分

中，这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进入
“谷雨”之后，不仅雨天会多起来，打
雷、闪电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也会多起
来。紧接着，气温也会再上新台阶。

对农民来说，雨生百谷，这时该赶
紧播种各种谷类作物了，民间有句谚
语“谷雨之后好种豆”，就是这个意
思。而在这一时节，雨前龙井会大量
上市，而且价格也比较实惠，一年到头
最好的品茶季到了。相比明前龙井，
很多老茶客们更推崇雨前龙井，觉得
这时的茶叶，才真正有更醇厚和绵长
的味道。

“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下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不过，这
并不意味着春天快要过完了。按照现
在气象学上的标准，在“谷雨”时节，春
天刚刚过了一半，也就是说还剩下大
约一个月的时间。至于入夏，一般总
要等到5月下旬。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11督导组督导进驻萧山期间（2019年4月1日—4月30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571—85890085；
设立专门邮政信箱：杭州市A0706号邮政专用信箱。

萧山区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110，0571—82770001；
（二）微信举报：“萧山公安”微信公众号（xsga110）——市民举报平台；
（三）来信地址：杭州市萧山区晨晖路1399号公安分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公室；
（四）来访地址：杭州市萧山区晨晖路1399号公安分局北门信访接待室；

来访接待日：国家法定工作日的8：30—11：30、13：30—17：15。

本周晴多雨少 17日起气温大幅上升

13—14日，第八届萧山区春季健康文化节暨区养老协会三周年庆典活动在江寺公园举
行，为市民带来了一系列健康文化活动。

记者 丁毅 摄

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