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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

深圳
“沙井新义安”
黑势力被铲除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波 ，在 沙 井 各 自 组 建“ 新 义
院依法对陈永森等 74 人涉黑 安”。陈垚东被称为“龙哥”，
案作出二审宣判，维持原判。 陈永森被称为
“佬哥”
。
此前，该案在深圳市中院一审
除了开设赌场、经营娱乐
宣判，陈永森被判处有期徒刑 场所等，陈永森和陈垚东早年
二十五年，另有 2 人被判处死 的 发 迹 都 与 收 购 废 品 有 关 。
缓，1 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 2000 年起，陈永森等人合伙在
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沙井步涌村开办新发废品站，
垄
年四个月至二十年。此案历时 断周边400余家工厂的工业废
近 5 年，查冻资产逾 4 亿元，判 品收购业务，攫取巨额利润。
处罚金共计 1.4503 亿元。广 此外，沙井“新义安”涉黑组织
“保护费”
等牟利。
东省委政法委书记张虎介绍， 还通过收取
该案具有境外黑社会背景，创
“龙哥”
被抓后
“佬哥”
欲洗白
造了深圳扫黑除恶案件中刑拘
人数、公诉人数、涉黑判决人
2012 年 2 月 7 日，荷枪实
数、
查处
“保护伞”
人数、
判处罚 弹的数百名特警突击围捕沙井
金数等多个第一。
多家酒店和娱乐场所，长期盘
踞在沙井的黑帮团伙被一举摧
由香港黑社会培植，
收废品起家
毁。2012 年 3 月 22 日，
深圳市
知情者透露，陈永森生于 公安局通报：深圳警方摧毁香
上世纪 70 年代初，
是深圳市宝 港黑社会组织
“新义安”
成员在
安区沙井人，初中毕业后混迹 深圳市宝安区建立的号称
“沙井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先
社会。2012 年 3 月，深圳市公 新义安”
安局通报称，
上世纪 80 年代中 后抓获了组织头目陈垚东及骨
后期，香港“新义安”骨干成员 干成员 102 人，缴获枪支 4 支、
陈锡波多次潜入深圳，发展内 子弹 37 发及涉案刀具一批，
扣
冻结涉案资产数亿元。
地人员，在沙井地区形成了较 押、
大规模的帮派组织“飞鹰帮”。
“沙井新义安”案告破后，
1991 年底，
“飞鹰帮”
被深圳警 先后有宝安区沙井街道办原书
方打掉，陈锡波扶持帮助其侄 记刘少雄等9名公职人员被查。
子陈垚东在沙井地区成立“沙
2013 年 1 月 30 日，因犯
井新义安”组织。陈永森与陈 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垚东是发小，二人都依靠陈锡 故意伤害罪等 14 项罪名，
陈垚

东被深圳中院判处无期徒刑， 产、
土地总价值逾 10 亿元人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币。2019年7月25日，
公诉机
个 人 全 部 财 产 ，罚 金 人 民 币 关指控，
陈永森按照
“江湖规矩”
1.27 亿元。广东省高院二审， 和香港
“新义安”
黑社会组织的
陈垚东被维持一审判决。
规则管理组织成员，并长期通
陈垚东团伙被打掉后，陈 过非法手段经营土地开发、废
永森变得更加低调。
“他刻意减 品收购、
赌场、
黑煤气等行业，
攫
少与组织成员联系，并想法为 取了巨额非法利益，致七人死
自己洗白。
”
警方透露，
2015年4 亡、
两人重伤、
七人轻伤。
月，
陈永森伙同社会人员潘某、
据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
赖某清成立深圳市福森房地产 书记张虎透露，陈永森黑社会
有限公司，
涉足房地产开发。
组织拉拢腐蚀当地公职人员充
事实上，
深圳警方并未停止 当
“保护伞”
。该案共查处涉嫌腐
对陈永森涉黑案的侦查工作。 败和充当
“保护伞”
的党员干部和
早在2013年7月1日，
就对陈永 公职人员34人，
其中立案27人
森涉案团伙进行立案侦查。
（局级干部1人、
处级干部 9 人）。
陈永森至今不认罪，否认
27 名公职人员被立案调查
涉黑。2017 年 12 月，天津市
2018 年 3 月 12 日凌晨， 监狱向法院建议对陈垚东予以
公安部门在 12 省 26 市同步开 减刑。深圳警方曾发函，说明
展收网行动，一举打掉以陈永 陈垚东不适合减刑。
“2019 年
森为首的涉黑犯罪组织，依法 12 月，我们去天津提审过他，
”
专案组成员透
逮捕陈永森等犯罪嫌疑人 149 还是无期徒刑。
人，
冻结涉案资金、
查封涉案房 露。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
）
■延伸阅读

确保
“六清”
行动清彻底清到底

9 月 6 日至 9 日，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全国扫黑办副
主任王洪祥率调研组在江西蹲点带片调研，
了解
“六清”
行
动进展情况、
问题、
困难，
并召开江西、
安徽、
福建扫黑除恶
工作调研座谈会。王洪祥强调要坚持决心不变、力度不
减，严字当头、严督实导，确保每条线索、每起案件和每个
突出问题都清彻底、
清到底。
（摘编自《江西日报》
）

新闻

●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
技部、
民政部、
财政部、
共青
团中央 10 日发布《关于实
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推
进行动的通知》，明确从 9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对
2020 届和往届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开展集中服务，
普遍
落实实名帮扶举措，
使有就
业创业需求的毕业生都能
得到相应服务支持。
（摘编
自《经济日报》
）
●民政部、
全国妇联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
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
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开
展婚前辅导、
将颁证仪式引
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颁
证仪式常态化等一系列措
施。
（摘编自《华西都市报》
）
■数字中国
80%
日前，
《探索老年痴呆
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发
布，明确到2022年，
在试点
地区初步形成全民关注老
年痴呆、
支持和参与防治工
作的社会氛围，
公众对老年
痴呆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提
高到80%，
社区（村）老年人
认知功能筛查率达 80%。

国产新冠灭活疫苗已接种数十万人
本报讯 在最近举办的服贸会上，
三种国产新冠灭活疫苗实物集体亮
相。其中两款来自中国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生物），
一款来
自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日前，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负责人透露，
中国生
物研制的两款新冠灭活疫苗紧急使用，
已经接种了数十万人次，
无一例明显不
良反应，
无一人感染；
其中打完疫苗之
美国原装进口氨糖
买一年送一年

后去海外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数万人，
截至目前实现了零感染。中国生物新
冠灭活疫苗的Ⅲ期临床试验，正在阿
联酋、巴林、秘鲁、摩洛哥、阿根廷等
国家和地区紧锣密鼓地展开。而科
兴中维“克尔来福”的Ⅲ期临床也在
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稳步
推进，有望年底正式上市。
（摘编自《科
技日报》
《华夏时报》
）

补充氨糖 骨关节不慌

要想身体好,首先得骨骼壮实，
时下
美国进口氨糖产品已成为很多人的优
先选择。美国海蟹壳深海鱼复合食品
精选了多种营养素，
原料洁净，
无污染，
寡聚氨基葡萄糖含量高，
满足了人体需
求，
营养兼顾，更好的补充关节营养。
这款产品从美国原装进口，资质
齐全，
包括中国海关单和入境检验检疫
证明。 为回馈新老客户，我公司与美
国厂商联合推出特卖活动。具体细则：
1.美国原装进口氨糖用 12 个月

原价 2970 元，现价仅售 1360 元；2.感
恩回馈活动，今天买 1 年免费送 1 年，
平均每年仅需 680 元；3.送货上门，货
到付款、
品质保证、
15 日内提供退换货
活动；
4.本次回馈活动截止到9月30日。
美国进口氨糖垂询热线：
400-6400-279
深圳市斯诺贝尔康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海关编号：
011820161000024664
经济信息

三九蛋白肽 来电免费送一年
厂家为回馈广大新老客户，
让更多中老年人
也能吃上优质的三九蛋白肽产品，
此次厂家特拿
出1000套产品免费送给本报读者！
现厂家特举行来电领取活动，凡是了解
过、听说过或服用过三九蛋白肽的中老年人
来电即可领取一年用量的三九蛋白肽产品，
只需拨打 400-189-9815 免费热线或编辑短
信姓名加地址发送至 17301311089 报名，即
可把一套三九蛋白肽领回家。仅限每日前
100 名，先到先得，领完为止，快快拨打电话报
名领取吧！
此次领取的三九蛋白肽为新升级的片剂
型，食用更方便，吸收更好，每天只需食用一
次，每次服用一片即可，一套 6 大瓶，整整吃一
年。三九蛋白肽成分新升级，在原有产品成分
的基础上采用科学配比又特别添加了苦瓜肽、

大豆肽、牡蛎肽、地龙蛋白、鱼胶原蛋白肽等好
成分，成为新一代复合型产品，适合更多中老
年朋友食用。
为了回馈一直支持我们的新老客户，让更
多中老年朋友吃上高品质的三九蛋白肽，厂
家特举办限量领取活动，细则如下：领取者要
求 60 岁以上满足食用此产品条件的中老年
人，每人限领取一套一盒 6 大瓶（1 年量）、每个
家庭限两套。因领取人数较多，如遇占线，请
耐心等待，此次领取活动，产品免费（人工、包
装、物流服务及税费自理），每日仅限 100 个名
额，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欢迎广大读者监督、
咨询。
本品为食品，
不可代替保健食品及药品

领取热线：400-189-9815
短信报名：17301311089

SC11337050300025 威海三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