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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 C
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

偏北风1- 2级

11-18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间多云，早晚有小雨
偏北风1- 2级

1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5时）
AQI指数 35 空气质量：优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巴中、广元、雅
安、乐山、泸州、遂宁、宜宾、广安、攀枝
花、内江、南充、德阳、绵阳、达州、资阳、
自贡、眉山

16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中国体育彩票10月16日开奖结果

体彩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多云转阴

多云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转阴

阴转小雨

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阴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7-18℃

3-9℃

12-12℃

16-19℃

11-16℃

12-16℃

12-15℃

11-16℃

11-18℃

12-18℃

12-18℃

12-16℃

12-16℃

13-16℃

12-17℃

12-16℃

12-14℃

13-15℃

11-15℃

13-16℃

多云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多云转阴

多云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多云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阴

阴

6-16℃

2-5℃

10-15℃

16-21℃

11-20℃

13-18℃

13-17℃

13-17℃

12-18℃

13-18℃

13-18℃

13-17℃

13-17℃

13-17℃

12-17℃

13-16℃

13-16℃

13-16℃

11-17℃

12-18℃

7星彩第20101期全国销售37296694
元。开奖号码：369543+12，一等奖2注，单
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22注，单注奖金
46293元；三等奖48注，单注奖金3000元。
60864391.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20236期全国销售19522658
元。开奖号码：998。直选全国中奖10738
（四川778）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
中奖8684（四川584）注 ，单 注 奖 金346
元 。25684046.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0236期全国销售13306512
元。开奖号码：99853。一等奖46注，单注
奖金10万元。413521442.08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15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受害人逃脱报警
牵出涉黑组织

2018 年 3 月 20 日，王强（化名）
急匆匆地来到德阳市公安局刑侦支
队报案。而在此之前，王强被樊德富
等人，以限制人身自由、威胁辱骂、殴
打等方式非法拘禁长达 30 余小时。
当时，他刚从樊德富团伙成员手中乘
隙逃脱。

邱长建说，其实，王强是借款担
保人。此前，樊德富等人以商谈还钱
为由，对王强进行恐吓、殴打，限制人
身自由。

“王强趁打电话借钱之机，联系
其前妻报警。但警察到来后，王强迫
于樊德富的威慑，不敢如实陈述被樊
德富等人限制人身自由。”邱长建说。

王强在派出所接受询问调查期
间，因惧怕事后被报复，仍未敢说出
实情。王强离开派出所后，又被樊德
富等人控制。后王强谎称去德阳借
钱，才乘隙逃脱再次报警。

警方据此展开调查后，发现樊德
富团伙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
市、县两级公安机关随即成立 28 人
组成的专案组，一张侦查大网由此
铺开……

涉黑组织行事隐蔽
侦破工作艰辛曲折

该组织行事隐蔽，除高利放贷
外，几乎不涉足其他行业。最初，专
案组民警没有找到足够有价值的线
索和证据。随后，专案组尝试从举报
人、受害者方向，进行突破。

为了取证，侦查民警与受害人屡
屡接触，却常被拒之门外。“但我们决
不放弃，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和锲而
不舍的努力，受害人最后主动提供线
索，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帮助。”

在掌握证据抓获嫌疑人后，专案
组民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
因人而异制定审讯计划。“终于从一名
团伙成员身上找到突破口，他交代了很
多我们没有掌握的线索。”邱长建说。

经过大量审讯，专案组最终获取
了 10 余条违法犯罪线索，专案侦办
被动局面得到扭转。

从债务人中发展“手下”
为规避风险与妻子离婚

民警侦查和审讯发现，与其他涉
黑组织不同，樊德富的“手下”大多都
是从债务人中发展而来。“樊德富承
诺他们借款免息、免催债务，或者一
段时间内暂缓还款。”邱长建说，同
时，樊德富还以免费吸食毒品、提供
食宿、过节发红包、发钱等方式笼络
人心。原本的受害人，成为帮凶。

樊德富以“哥老倌”的绝对权威
领导组织成员，四名骨干分工明确。

妻子吕某管理资金账务，不参与其他
违法犯罪行动。骨干李某负责介绍
他人向樊德富借高利贷、催收债务、
为组织成员疏通关系、摆平事端。骨
干谢某某负责提供棍棒、砍刀、枪支
等作案工具。骨干吴某则负责建章
立制管理队伍。

“团伙成员罗某因欺骗樊德富，对
其安排任务敷衍塞责，被樊德富殴打直
至开除。”邱长建说，经查，16名团伙成
员中仅2人有涉恶“九类”犯罪前科。

“为了规避风险，樊德富还与妻
子离婚，但实际上两人仍住在一起。
所有资金往来和账目管理，均由吕某
负责。”邱长建说，团伙其他成员称吕
某为大嫂，但直到被抓获归案，都几
乎没人知道2人已离婚。

贷款先扣除利息
控制债务人成其“地下情人”

黄英原本是中江某单位工作人员，
“2016年，她在樊德富处借了2万元高
利贷，实际只拿到现金17000元。这
就是所谓的砍头息。”邱长建介绍，樊德
富均以这种方式向债务人放贷。

樊德富被抓获后，仅在其家中搜查
扣押的借条就有37张。2015年4月以
来，该团伙先后高利放贷50笔，涉及金
额117万余元，非法获利127万余元。
被抓获时，仍有95万余元本金未收回。

而 黄 英 受 到 的 伤 害 则 更 深 。
2016 年 10 月之后，樊德富以毒品控
制的方式，让黄英成为其“地下情
人”。其间，樊德富多次无端殴打、辱
骂黄英，并逼迫其写下数张欠条。

“2017年4月28日，困在樊德富
家中的黄英被多次殴打，并被强制猥
亵。直到4月30日早上，黄英被殴打
后出现头痛、呕吐症状，才被允许离
开。黄英害怕见到樊德富而长期躲
藏在家中。”邱长建说。

此后，黄英一直不敢出门，全年
将窗帘拉上，除了吃就是睡。“该团伙
被抓后，我们到黄英家中，她也不敢
出来作证。在多次劝说后，黄英才同
意在父母陪同下做笔录。”邱长建说，
近两年的封闭，黄英的体重从 90 多
斤增长到 140 多斤，“连走路的姿势
都不太正常了。”

放贷对象来自各行各业
包括公职人员

向樊德富借高利贷的人员中，有
公职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教师、企
业员工、个体私营业主，不少人都好赌。

经查，樊德富团伙涉及刑事案件
26 件、行政案件 4 件。2019 年 9 月，
省公安厅、省检察院联合挂牌督办樊
德富等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代号“3·27”），成功移送
审查起诉。同时，18名成员也被移送
起诉。

不久前，法院依法认定该组织为
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告人樊德富被
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
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
余15名成员分别被判处一年六个月
至十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攀 王祥龙

从债务人中发展暴力收债队伍

德阳“黑老大”被判25年

主犯樊德富被抓获。

被缴获的作案工具。

在樊德富家中搜出的高利贷“借条”。

团伙成员丁某指认毒品。

“直到樊德富被抓后，黄英（化名）仍然不敢出来作证。从被樊德富及其
团伙成员殴打、威胁、非法拘禁后，她已两年左右没有出过房门一步，一年365
天窗帘都是拉上的，后来连走路的姿势都不正常了。”10月14日，德阳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扫黑办专案民警邱长建，回忆了他参与办理的一起涉黑案件。

早年，樊德富靠开歌厅、酒吧以及修路等完成了资金原始积累。从2011年
开始，他便开始在德阳市中江县高利放贷。与其他黑社会组织不同，他从债务
人中发展“手下”，并进而形成了一支较为固定的暴力讨债队伍。

如今，身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拘禁罪、聚众斗殴罪、敲诈
勒索罪、强制猥亵罪等诸多罪名的樊德富，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5年。其余
15名团伙成员，也被判处刑期不等的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