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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法院 2017年以来判处刑事罪犯 186638人
6 月 29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听取
了省高院关于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
省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据报告，今年 1 至 4 月全省法院审结刑事案件 9218 件，判
处罪犯 9816 人。
□ 记者 徐越蔷

2017 年以来审结刑事案件 158650 件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开军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报
告 2017 年 以 来 全 省 法 院 刑 事 审 判 工 作 情 况 。 据 报 告 ，
2017 年至 2020 年 4 月，全省法院审结刑事案件 158650
件，判处罪犯 186638 人。其中，2017 年为 47720 件 54086
人 ，2018 年 为 48693 件 58910 人 ，2019 年 为 53019 件
63826 人，2020 年 1 至 4 月为 9218 件 9816 人。
在促进平安安徽建设方面，
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犯罪，
审结故意杀人、
抢劫、
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17456
件20515 人，
毒品犯罪案件5828 件8033 人，
依法对小花园杀
人碎尸案、
我省最大贩卖运输吗啡案等严重犯罪分子判处死
刑。审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危险驾驶犯罪案件

34613 件 34648 人，
占刑事案件总数的 21.8%，
依法严惩孙可
以抢夺公交车方向盘、陈运醉酒驾车致人死亡等犯罪。
另外，在惩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等犯罪方面，依法严
惩 P2P 网络借贷等领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金
融领域犯罪，审结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犯罪案件
1795 件 3188 人，其中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
849 件 1687 人。涉案金额 413 亿元的“e 租宝”重大非法集
资 64 件关联案件全部审结。依法惩治电信网络等新型诈
骗犯罪，对段玉森“网上现货延期交易”、李冰“杀猪盘”电
信诈骗犯罪依法予以严惩。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代表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报告 2017 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情况。三年
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88172 人，
起诉 192297 人，办理各类刑事诉讼监督案件 20030 件。
围绕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参与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起诉虚报冒领、截留私分扶贫资金等犯罪

更加绽放光彩，在省内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省经
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韦人在启动仪式上指出，本
次大赛作为工信部“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
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创业文化、厚植创新精神、
展示创客风采的精彩路演；是促进产融对接、促进大
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积极探索，也是落实“六稳”要
求、完成“六保”任务的具体体现。五年来，全省共有
1400 个项目参赛，22 个项目进入全国 200 强，4 个项
目进入全国 50 强，2 个项目在全国总决赛获奖。
据了解，
本届大赛按照企业组和创客组两个类别分
别进行比赛，
分为初赛、
复赛、
决赛、
颁奖四个阶段，
各设
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奖励 50 万元、25 万元、
10 万元。各市、
直管市县将选拔推荐优秀企业和团队参
加大赛，
并鼓励各地通过举办选拔赛方式推荐。

涉嫌 8 项罪名 犯罪 29 起
宿州市 21 人涉恶团伙受审
星报讯（夏长征 记者 禹志强）6 月 29 日，宿州市
埇桥区人民法院通过远程提讯系统与看守所连线，以
“远程视频开庭+网上庭审直播”形式公开开庭审理一
起 21 人涉恶势力团伙犯罪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2016 年 1 月份，被告人孙青晨注
册成立了“宿州市鑫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5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汽车销售、新车贷款、汽车抵
押及二手车买卖。自同年下半年开始，其陆续开展二
开车贷业务（指从银行贷款的车辆到贷款公司再贷
款），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大，被告人孙青晨先后邀请被
告人王某、印某、赵某等人到公司帮忙，后又陆续招聘
了被告人朱某、徐某等 10 余人进入该公司。
该公司除经营新车、二手车销售外，还办理车辆
抵押业务，其模式是：先由销售部的员工接待，由被告
人孙青晨和徐某对客户的车辆进行评估，让客户签订
《汽车抵押借款合同》
《借款借据》及《车主逾期变卖/
转押委托书》等。除扣除客户借款当月利息外，再扣
除 5%的保证金及中介手续费等，客户实际拿到的钱
要远远低于合同约定的出借金额，客户仍要按照贷款
的金额还款。
如客户到期还不上本金（贷款金额），该公司就通
过电话、微信的方式提前 3 天催要，对没有能力还本金
和利息的客户，公司就通过 GPS 找到客户的车辆托运
到公司，后按照《借款合同》本金的 20%收取罚金及
5000 元拖车费，客户如再还不起本息和罚金、拖车费，
公司就通知客户按照先期签订的合同，对客户的车辆
进行处理。通常采取索要高额罚款，将客户的车辆低
价出售以及采用虚假诉讼的手段抵偿有关费用，从而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方面，批捕涉黑涉恶犯罪 5858
人，起诉 8996 人。紧盯人民群众关注的大案要案，妥善办
理中央政法委挂牌督办的太和邢丙军等 52 人涉黑案，最
高检挂牌督办的宿州史大卡等 18 人涉黑案。组织专案攻

检察机关批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8172人

2020 年“创客中国”
安徽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星报讯(记者 张贤良） 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
资源。6 月 29 日，2020 年“创客中国”安徽省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安徽创新馆举行，最具活力
的企业和创客们将站上实现创新创业梦想赛道的“起
跑线”，开启新一轮的“加速跑”。
本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指导，省经
信厅和省财政厅共同主办，安徽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
中心承办。大赛以“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营
造‘双创’氛围，打造为中小企业和创客提供交流、产
融对接、项目孵化平台”为目的，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
项目和优秀团队。
“2016 年以来，省经信厅已经连续成功举办四届
大赛，今年是第五届，一年比一年影响更大，一年比一
年参赛项目更多，一年比一年更聚人气，一年比一年

632 人，对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刑事被害人实施司法救助
1829 人。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连续部署破坏环境资
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联合公安、环保部门共同推进打击
非法处置、转移、倾倒固废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起诉破坏环
境资源犯罪 5330 人。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司法办案，坚
决惩治涉疫情防控犯罪，从严从快办理扰乱疫情防控秩
序、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医用产品等犯罪 255 人。

达到非法占有客户财物的目的，形成了“套路贷”业务
模式。被告人孙青晨利用非法获得的资金，除少部分
用于发放员工工资、提成及其他日常运营费用外，剩
余大部分资金用于放贷资金周转和公司发展上。
几年来，被告人孙青晨以经营的汽车销售、汽车
抵押贷款业务为依托，与被告人王某等人共同对多名
被害人实施诈骗犯罪活动，并以软暴力、威胁等手段
实施诈骗、虚假诉讼、非法拘禁、敲诈勒索、伪造企业
印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违法犯罪活动 29 起，涉案
金额达近百万元，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自 2016 年
下半年，逐步形成了以被告人孙青晨、王某为纠集者，
被告人赵某、徐某等人为成员的恶势力团伙。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孙青晨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采取威胁手段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
大；纠集多人多次对他人实施辱骂、恐吓，严重影响他
人工作、生活；故意毁损他人财物，以捏造的事实提起
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伪
造企业印章；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触犯了
《刑法》的有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
当以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
罪、伪造企业印章罪、虚假诉讼罪、非法拘禁罪、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在合议庭主持下，有序进行了法庭调查、法
庭举证质证、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等环节，因案
情复杂，涉案人员较多，该案庭审将持续 4 天。庭审当
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新闻媒体共 30 余人参加了
旁听。

坚，挂牌督办 42 起重大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一批“村霸”
“矿霸”受到严惩。坚持“铁案”标准，实行涉黑和重大涉恶
案件由省检察院统一把关，涉恶案件由市检察院统一把
关。坚持“破网打伞”，落实“一案三查”
“三长签字背书”等
制度，挖出涉黑涉恶“保护伞”线索 1557 条，起诉“保护伞”
犯罪 100 人。坚持“打财断血”，提出处理涉案财物意见
600 条，监督处置涉黑涉恶资产 19.53 亿元。

合肥一棚改项目建设“云”上开放
星报讯（徐德明 记者 祝亮） 6 月 24 日，合肥循环经
济示范园棚户区改造新龙家园一期项目开启“云”上开放
日活动，让公众通过互联网就可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和
建设质量。据悉，该项目有望于一年后竣工交付使用，惠
及当地千余户居民。
记者通过相关平台在互联网上看到，工地里长了“千
里眼”
“顺风耳”
“通灵鼻”，看得见隐患、听得见噪音、嗅得
到扬尘。在塔吊上安装 360 度球机，可在云端直接操控
球机，俯瞰工地整体施工情况；采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在
塔吊、人货电梯、高处临边等危险位置，用无人机检查代
替人工检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有效防范了人员安全
风险；采用 PM2.5 监控系统和扬尘智能控制系统，当现场
空气指标超过限值，围墙一排的喷淋系统将会自动开启，
并在手机或者云端发出警报，现场配合安排自动洒水车
进行降尘处理……这些智能化的设施，提升工程质量安
全，节约项目成本。
据悉，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棚户区改造新龙家园一期
项目，是中国二十冶 2020 年二十大重大项目之一，位于肥
东县撮镇撮东路与木秀路交叉口东南角，属于肥东县重点
民生工程。据中国二十冶相关负责人符胜军介绍，该项目
预计 2021 年 6 月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会妥善解决园区
铝模生产项目、码头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涉及的义和、仙
临、
龙集、
刘集社区 31 个村民组约 1261 户居民的安置。

当涂交警救助事故伤者 与死亡赛跑
星报讯（田世雨 记者 张发平） 日前，当涂县黄池镇
内一电动车与面包车相撞，交警全力救助与死亡赛跑，为
伤者治疗赢取时间，得到家属和群众好评。当日 5 时 10
分，当涂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黄池中队接报警：
“ 黄池某街
道电动车与苏 N65C87 面包车相碰，人受伤。”警情就是命
令，接到指令后，黄池中队的交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经初步勘察发现事故伤者受伤严重，口腔和脸部全
是血，失去移动能力，交警立即对其进行简单的救护处
置，并安抚伤者情绪。等到 120 救护车到达时交警驾警
车开道，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因救助及时伤者得到妥善
救治，目前已无大碍。

社区书记讲党课：
坚定不移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
为更好的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在社区贯彻落实，6 月 28
日，王大郢社区党委书记李俊为在职党员和非公企业成
员上了一堂意识形态专题党课。李俊书记从“什么是意
识形态”等六个方面的内容阐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党课结束后，全体党员起立，面对鲜红的党
旗，重温了入党誓词，并为优秀共产党员张善香、王田斌
以及王永康颁发了荣誉证书。
□ 王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