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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聚焦一线

砸住宅玻璃、扔油漆瓶、放高音喇叭……

使用暴力手段追债
四名“追债人”
被判刑

约两里长的一段路
为何一年还没修好
天气原因耽搁道路浇筑时间
相关负责人承诺春节前完成

见习记者 李思思 蒋玲玲 通讯员 富法 王键

近年来因民间借贷等产生的经
济债务纠纷逐渐增多，不少老百姓
嫌打官司费时费力，甚至还有赢了
官司仍旧讨不回钱的可能，就借助
于社会上一些“追债人”帮忙追讨债
务。
这些人惯用跟踪、威胁、恐吓、
入户骚扰等手段，往往在帮委托人

记者 周晓露

讨要债务时，已经因寻衅滋事等行

近日，有市民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63344556 反映，大源镇觃口村

为触碰到法律底线。近日，富阳法

至骆村的一段路扩建，约两里长的道路修了一年了，还是烂泥路，附

院就判决了一起非法追债案。
漫画 王怀申

在公司外用高音喇叭播放，追逐拦截酒店老板
石某，杭州人，曾在余杭某 KTV 消费
时 ，认 识 了 在 该 KTV 工 作 的 四 川 人 李
某。在此期间，他又认识了来 KTV 消费
的外地人严某、彭某、张某（另案处理）等
人。
2017 年中，石某经人介绍到了一家
借贷公司上班。公司老板是马某，郭某则
为该公司业务人员，专门负责放贷。遇到
借钱到期不还的，马某、郭某便会派石某
去追债。
每次追债，石某总要叫上这几个在
KTV 认识的外地人。石某许诺，会给他
们安排住处，事成之后还有好处。几人见

石某是本地人，又有一种“黑道大哥”的范
儿，跟着他“有肉吃”
，都是随叫随到。
被害人郭先生就曾被石某等人追
债。郭先生儿子曾向该公司借款 100 万
元。借条写下后，实际到他手里的却不足
100 万元。
2017 年 11 月，还款日期到了，儿子无
力还款。于是“子债父偿”，马某、郭某等
人便派石某向郭先生追债。
郭先生在余杭有一家服饰公司，石某
叫上李某、严某甲、张某、严某乙等人，在
其公司门口，采用播放高音喇叭的方式每
天向他催讨债务，持续时间达一周有余，

严重影响郭先生所在公司的生产、经营。
其间，经公安机关批评制止其行为后，几
人仍继续追债。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被害人缪先生
的身上。缪先生是余杭某酒店老板，石某
纠集李某、严某甲、彭某、张某等人到其酒
店催债。到了酒店后，几人强行开房却不
付房钱，还在缪先生办公室坐等、追逐拦
截等，
威胁缪先生还钱。
此次追债时间持续两个多月，严重影
响酒店经营及被害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公
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近老百姓出门吃了不少苦头。原本说去年年底完工的，现在还是一
塌糊涂，到了春节走亲戚就更糟心了。

一下雨就没法走，不少车辆陷坑
昨日，记者来到大源镇觃口村，这
是扩建道路的起始端。下雨天，凹凸
不平的泥路上出现不少的小水潭，往
骆村方向看去，还有几块地方填了些
石子。
大源镇第二小学就在这条道路
上。学校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条路是去年春节后开始修的，长
度大概 1 公里左右。
“ 路程就那么点，
一年了还是这副样子，本来说是去年
年底要弄好的。
”

道路施工时间延长，给村民带来
了哪些不便？
这名工作人员说，前段时间一下
雨，学校附近就没法走，好几个水坑的
积水都没过脚踝，都要穿高帮雨鞋。
“我还遇到过车辆陷在坑里出不来的，
两次都是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司机跑
过来向我们借工具，弄了两个多小时，
车才从坑里面开出来。”由于附近没有
路灯，晚上光线较差，司机很难避开深
坑。

相关负责人：肯定能在春节前完工
向住宅砸石块扔油漆瓶 ，
围墙上喷“欠债不还”大字
除了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追逐拦截
被害人，石某等人还找到被害人家里，用
砸玻璃等方式恐吓被害人一家。
因被害人赵先生儿子欠债不还，石某
再次纠集李某、严某甲、张某等人，来到赵
先生位于海宁市长安镇的家里，半夜在其
门口围墙上用喷漆写上“欠债不还”的大
字。
此外，2018 年 1 月 18 日凌晨，趁夜黑
无人，几人用事先装好红色油漆的玻璃瓶
砸赵先生家窗户玻璃，在此过程中，赵先
生家中的雕花玻璃、水泥地被砸坏。经区
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被损毁的雕花玻璃、
水泥地坪等价值人民币 5462 元。种种行

为，已严重影响赵先生一家正常生活。
同年 3 月 31 日凌晨，家住富阳的被
害人章先生一家也被石某等人砸玻璃恐
吓。
章先生与同为富阳人的黄某私下有
些过节，黄某想找人“吓唬吓唬”他。中间
人找到了石某，石某便纠集李某、彭某到
了章先生家里，用石头砸窗户玻璃等方
式，恐吓他们一家。事后，黄某通过中间
人付给了石某 1 万元酬劳。
砸过了一次，黄某还不解气，不到半
月叫石某再砸一次。
2018 年 4 月 12 日凌晨，石某再次叫
来李某、彭某等人到章先生家里，以同样

方式，
恐吓章先生及家人。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石某、李某、严
某甲、彭某结伙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任
意损毁财物、拦截、恐吓他人，情节恶劣。
其中，被告人石某多次纠集他人实施寻衅
滋事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其行
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法予以惩
处。被告人石某、李某、严某甲、彭某经常
纠结在一起，成员较为固定，有一定的组
织性，
已形成犯罪团伙。
12 月 28 日，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石
某等人有期徒刑 5 年 4 个月至 1 年 6 个月
不等，
并对石某处以罚金 1 万元。

村民向大源镇反映情况后，大源
镇随后要求施工人员将道路上的深
坑用石子填平，尽量做到方便村民出
行。
记者了解到，市民报料的这项工
程为徐樟线骆村段改建项目，该路段
全长 1.3 公里，原为 19 省道的一部分，
由于省道改道，现降级为县道。由于
规划滞后，车多路窄，路面坑洼，村民
对改建道路的需求一直十分强烈。该
项目总投资 1500 万元，需搬迁主房 10
多户、附房 20 多户，路面拓宽至 8 米，
计划 2018 年底前完工。
那么，这项工程施工将近一年，为

何不能如期完工？
记者联系了大源镇项目办副主任
陆良丰，他说，按照工程进度，徐樟线
骆村段改建项目应在上个月完工，但
由于近期连日阴雨天气，不利于道路
沥青浇筑，这才导致道路完工时间延
期。
“ 大源镇负责路基部分，浇筑沥青
由区公路管理段完成。为了早日让老
百姓用上宽敞平坦的道路，我也刚刚
与公路段对接了这件事，他们表示 1 月
10 日左右浇筑沥青，估计 10 天时间可
以完成。
”
他表示，肯定能在春节前完工，附
近村民也能开心过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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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耳舒耳康复中心

入驻富阳

耳朵出现耳聋、
耳鸣、
耳痒、
耳痛、
耳眩晕， 体验热线：
中耳炎、
听力减退耳障等各种耳朵不适……
0571-

86569556

1 月 9 日-29 日，
征集 100 位耳鸣耳痛听力下降的市民，
给
予
“免费咨询”
“免费试用”
“免费调理”
，
每天限额前 30 名，
名额
有限，
请提前预约。活动期间，
每日前 10 名进店者，
均有一份
好礼相送！

关注耳健康 关注伊耳舒

地址：富春街道苋浦西路 211 号(大润发往西 200 米）
（公交车 602 路、621 路、606 路在苋浦西路金桥北路口下车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