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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小小科级官
员的涉案线索，为什么
要中央督导组亲自交
办？因为在当前扫黑除
恶的斗争中，它颇有一
点典型性———

枣阳市的检察官
周晓涛，因为想“挣一
笔钱”， 竟不顾自己的
公务员身份，与曾经的
公诉对象、 涉黑人物兰
传员合股投资山林。周
投了 30万，可是只拿回
了 10 万， 而要收回那
20万，就必须为涉恶的
兰某人“办事”———兰的
儿子聚众斗殴并开车
撞人导致一人重伤、四
人轻伤。兰找到周检察
官，许诺如能使其子从
轻发落，必定归还那笔
款子，于是周晓涛百般
运作，果然让罪犯免除
了牢狱之灾……被 20

万“套牢”的周检察官
也终于“沦为黑恶保护
伞”， 近期已经被审查
起诉。

这起案子似乎不
大，却蕴藏着一些官员
怎样因为被黑恶势力
“套牢”，而后“沦为”保
护伞的 “逻辑”———或
曰“规律”。人们还记得
那个被当地的 “黑老
大”当众打了一记耳光
的原柳林县委书记王
宁吗？为什么黑恶首恶
陈鸿志敢于打 “县太
爷”的耳光？为什么王书记被打之后却是“毫
无反应”？有人说，是因为王书记本身就是个
贪官，陈老板的钱财、房产、股权，他一点也
没少拿，所以“拿了别人的手短”；也有人说，

王宁任县委书记那几年，陈鸿志给他安排了
不少女色，王有把柄捏在陈老大手里，所以
只好忍辱负重。这都对，但还有更重要的一
条，那就是王宁的县委书记，本身就是陈鸿
志给他的———王宁长期任柳林县长，天天想
“扶正”，当一把手，坐县委书记宝座，但按规
矩，县长迁任书记，要异地任职，于是陈老大
花了整整 2000万大洋，四方运作，终于让王
宁如了愿。陈鸿志“提拔”了县委书记后，进
而 “控制了县政权”， 把自己的三大姑八大
姨、 马仔跟班都安排进了柳林县的各机关，

因为王宁这个一把手，“就是老子给他的”

嘛！

“控制了县政权”的陈鸿志，不只是敢于
当众打县委书记一记耳光，而因为乌纱帽本
身就是“老板”给的，所以“沦为黑恶势力保
护伞”，对他们言听计从、甘为马仔的，也不
只是王宁一官。 就在柳林县所在的地级市，

在这个“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买官
卖官曾经成风，一个市长叫价五千万，谁来
出？“老板”来出！以至于在那里，官员的升迁
降职，干部的任免晋贬，竟要“征求”某老板
的意见，看一看他的脸色，以至于某县级市
市委书记毋青松到任第一天，行李还没有放
下，就接到当地“首富”煤老板兼黑老大张某
的电话———“怎么啦！ 还不来我这拜码头？”

毋书记似乎属于不肯屈从的那类官，所以没
干几天，就只好卷铺盖走人啦……

现在扫黑除恶 ，中央强调 ，要和 “打
伞”同步，要和反腐败齐抓，这就抓住了一
条根本性的规律。黑恶势力必有“保护伞”，

而有没有“保护伞”，也是黑社会的基本特
征，否则，就可能只是恶势力甚至“流氓团
伙”等等。无数事实证明，有的地方黑恶势
力的形成与猖狂， 就是因为背后有一顶或
几顶“保护伞”，助他猖獗，为他消灾。而这
些“保护伞”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多
因为接受黑恶势力经济上甚至政治上的
利益输送，结果被黑恶人物“套牢”，只有
乖乖地为他“办事”，终于沦为“保护伞”而
不能自拔。

我们在进行扫黑除恶的同时，千万不要
忽视了与此同根同案的“保护伞”问题，这可
是此次这场斗争的重要特征啊！尤其对于极
个别被黑恶势力染指蚕食甚至“控制”了的
地方。

共同为深化合作贡献力量
董云虎会见北马其顿议长
本报讯 （记者 张骏） 昨天，市政协主席

董云虎会见了来沪访问的北马其顿议长贾菲里
一行。

董云虎说， 中国和北马其顿是传统友好国
家，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不断，各领域务实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
市，是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党
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大陆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
上海设立，为全国提供了 100多项可复制可推广
的制度创新成果；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落户上
海，去年成功举办了首届，今年将举办第二届，这
是中国为世界各国展示国家发展成就、开展国际
贸易搭建的开放型国际合作平台，真诚欢迎北马
其顿积极参与。当前，上海正全力落实中央交办
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

贸易、航运和科创中心，这为上海与各国各地区
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上海市政协愿同北马
地方议会建立长期稳定友好关系，共同为深化两
国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贾菲里说，希望通过此访，推动两国地方议
会各层次、多渠道的交流合作，加深两国人民间
的相互理解。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
徐绿平参加会见。

“姜茶站长”宋增光：五一奖章属于全上海外卖骑手

关怀式管理让送餐新职业更规范

■本报记者 栾吟之

穿一身蓝色制服，走街串巷、爬楼登门，

给忙碌中的人们送上一份温热外卖……送
餐小哥这个身份，已然从一份“边缘职业”，

成了广受社会关注的新行当，正在越来越受
人尊重甚至是“依赖”。

“饿了么”近铁城市广场配送站站长宋
增光，从一名早期入行的一线送餐员转型到
送餐片区管理者，成了这个行业里的“晋级
先锋”。这个 35 岁的江苏农村小伙子，到上
海 5年来一直守着这份职业。尽管每天忙忙
碌碌，但他也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他
是上海第一位获得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的送餐小哥，代表全行业劳动者上台领奖。

“我们骑手这个群体，是伴随着网络订餐
平台的快速发展而共同壮大的， 城市需要我
们、我们也可以回馈更多，我很感谢自己生在
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宋增光的价值观
和积极心态，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同行……

辛苦换了一种形式
9:30， 站点晨会时间到了， 宋增光已经

“满血”投入到工作状态中。他反复提醒手下
30来名“骑手”：“大家要准时送餐，尽可能把
热饭菜第一时间送到用户手里，遇到特殊情
况， 及时跟我联系”“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要闯红灯、不要逆向行驶、上了人行道要
推行，也不要超速”……

每天这些话，听起来大同小异。但宋增光
觉得“婆婆嘴”反复叮咛很有必要，这都是对
弟兄们的关怀和保护。他告诉记者，这个站点

的骑手们负责以近铁城市广场为中心、 半径数
公里的配送范围， 眼看高温酷暑或是暴雨倾盆
的恶劣天气就要到来，别人不愿意出门的日子，

就是他们最忙碌的日子。 他手下有的骑手年纪
很轻，有的入行时间不长，不少还听不太懂上海
话，因此他毫无保留传授所有经验，希望来自五
湖四海的骑手们尽快得心应手。

如今当了站长， 不用长时间在外面跑了，

但辛苦换了一种形式。 宋增光每天晚上 10时
才下班，骑手们回家休息了，他还要把全天所
有数据查看一遍，复盘一遍，寻找问题，第二天
再有针对性地指导骑手。他每天的工作周而复
始、超过 12 小时，为了确保站点正常运营，为
了别人手中一份热饭热菜，他已经连着 3年春
节都没有回老家了。

树立骑手“职业规范”

初来乍到时，宋增光也有很多困扰。比如，

不熟悉交通路线导致送餐延误，不让坐观光电
梯、只能靠走楼梯节约时间，客户心情不好给

了差评也只能照单全收……他说，“当时想到，

这是我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 特别想干好，想
多挣钱。 另外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新兴行业，也
想多学学多做做。”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全力以
赴加倍努力， 利用休息时间研究送餐区域路
线，迷路耽误的时间就用跑楼梯追回来。白天
闲着的时候，还会帮站长处理日常工作。渐渐
地，他对“饿了么”业务越来越熟悉。因为工作
出色，他仅仅做了 8 个月外卖小哥，就从储备
干部升职为配送站站长。

正因为从一线做起， 这个站长特别体恤
人， 被许多骑手用各种方言称呼他 “姜茶站
长”。那会儿还是宋增光自己当骑手时，每过一
个午高峰，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为了避
免不能及时更换衣服引起感冒，他的妻子总会
在阴雨天时给他熬一杯红糖姜茶带在身边，也
正是这一杯暖暖的姜茶让他扛住了工作压力。

如今，每逢阴雨天和严寒时，他都会熬煮一锅
红糖姜茶送到骑手午休的商圈。

宋增光还特别会挖掘人才，为手下的骑手

们打开职场通道。储备站长王辉一直记得宋哥
对他的鼓励———“你特别认真、特别聪明，你要
好好干，不仅仅可以做一名骑手。”宋增光为他
争取到储备站长的岗位，手把手教他如何处理
突发情况、汇总数据、培训骑手等等。后来，王
辉也在“饿了么”重大事件处理过程中发挥过
重要的作用。

“我们外卖行业的酸甜苦，酸的是不被客
户理解所受的委屈，甜的是同事之间的互助关
爱，苦的是恶劣天气骑行的困累……”宋增光
精确地总结了送餐小哥的生存现状。他靠着务
实态度管理骑手，主动沟通、常常交心、勤于表
率，逐渐为这个行业树立起一种职业规范。

对职业多了一份认同
去年 5 月， 上海市普陀区总工会组织的

“五一”国际劳动节先进表彰大会上，宋增光西
装笔挺，上台领取“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当时，宋增光对着采访他的记者说：“这个
奖是对我们外卖小哥群体的一种关注和肯定，

所以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它是颁给全上海外
卖小哥的。”获奖后的他，对自己的规划更加坚
定了， 他希望加倍努力学到更多管理知识、走
上更高平台，为这个行业做更多贡献。

而如今和妻子一起在上海打拼的他，对于
这座给了他荣誉和机会的城市， 越来越有感
情。有一件事一直温暖着他的心头。那是他当
骑手的第一个除夕之夜。当天天雨路滑，他收
到很多平台派单，显得有些招架不住。正在发
愁间，他收到一条用户主动发来的短信：“下雨
路滑，注意安全，晚点送达没关系。”这条短信
令他顿感温暖，当他把外卖送到那位市民手上
时，对方热情地对他说：“辛苦了，新年快乐！”

他为对方关上房门时候，看到屋里一家人
正在其乐融融享受团聚，这令他对自己的职业
也更多了一份认同感。他坚信生活从来不会辜
负勤劳的人，收入的增加和外界的包容是社会
对这份职业的回馈。

丝弦悠扬，唱响爱国情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在北外滩举行

本报讯 美丽的北外滩， 拥有深厚的历
史文化积淀，也见证着今天虹口航运、金融
与商业的发展。毗邻北外滩滨江的白玉兰广
场上，既有脚步匆匆的白领，也有静享岁月
的市民。不知何时，南广场中央出现了一个
特殊装置，上面写着“爱虹口 爱上海”，引来
路人好奇的目光……

一个小女孩走上前按下了按钮， 一面
巨大的五星红旗随即展开。“我最亲爱的祖
国，你是大海永不干涸……”伴随着悠扬的
丝弦，国家一级演员、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
文以独特的戏曲唱腔， 唱响 《我和我的祖
国》。 悠扬的江南丝弦转承为婉转的小提
琴，主持人曹可凡和志愿者们边走边唱。现
场群众从志愿者手中接过小国旗， 加入合
唱队伍。

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仲盛舞蹈团的学生

们带着灿烂的笑容和缤纷的气球舞入广场，为
祖国母亲放飞多彩的祝福。男子花剑世界冠军
叶冲和高举国旗的上海绿地申花队球迷们一
同加入快闪活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易解
放、全国劳动模范殷仁俊、犹太难民后裔沙拉·
伊马斯等相继现身高歌。活动高潮迭起，大家
聚集在白玉兰广场中央， 挥舞着手中的国旗，

《我和我的祖国》歌声响彻北外滩上空。

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中，浦西第一高楼白玉
兰广场主楼的 LED荧幕上，滚动亮起五星红旗
与“祖国我爱你”巨幅字样，与周边群楼亮起的
五星红旗画面交相辉映。 目睹这一震撼的景
致，人们情不自禁地欢呼“祖国我爱你”！

这场《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由虹口区
委、区政府主办，快闪 MV今晚在东方卫视《东
方新闻》首播，《航拍上海·虹口篇》将于明晚在
东方卫视《东方新闻》首播。

宋增光为新
骑手准备装备。

当 了 站 长
后，宋增光每天
晚上 10 时才下
班。骑手们回家
休息了，他还要
把全天所有数
据查看一遍，复
盘一遍，寻找问
题。

本报记者
邵剑平 摄

“援手”实为“连环局”
一非法放贷、软暴力讨债诈骗团伙被捣毁

■本报记者 邬林桦

资金周转不灵，有人“伸
出援手”； 贷款资格不够，有
人提供假证明； 到期还不出
钱， 有人帮你垫资……以为
遇到了好心人， 殊不知已落入犯罪团伙的连环
骗局。近日，上海警方经缜密侦查，打掉一个以
贷还贷为名，实施非法高利放贷、软暴力讨债的
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5名。

2018年 1月，王先生由于资金紧张欲寻求
贷款， 但他之前有一笔 25万元的贷款尚未偿
还。此时，一名曾与王先生有过接触的网贷业务
员乔某找上门， 称可以找人垫还王先生的前期
贷款，再帮助他申请私人住房抵押贷款。在办理
期间，王先生表示自己不想让妻子知道，乔某称
可以帮忙提供假材料，把王先生包装成单身，但

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好处费”去打点关系。

到了月底， 发放下来 100万元的贷款，除
去之前垫还的 25万元及其利息， 乔某又扣除
了所谓的 “平台费”、“好处费”、“手续费”、“贷
款利息”等费用，最后交到王先生手里的仅仅
只有 33.5万元。当王先生提出异议时，乔某则
称贷款公司的人是冒着风险帮王先生做的假
材料，钱到账就不能反悔，否则将举报王先生
提供虚假材料骗贷。随后，在乔某的安排下，王
先生通过一家名为“玖升”的所谓小额贷款公
司不断地以借新债的方式偿还旧债，贷款的利

息也越来越高。

到了 2018年 8月，王先
生实在无力还款， 讨债人员
上门将他带进一辆车内限制
人身自由，用“软暴力”胁迫
他还钱。2018年 10月，乔某

的团伙成员还跑到王先生在辽宁的老家逼债，

迫使王先生的父母将房子卖掉用来抵债。

2019年 2月下旬，嘉定警方接到王先生报
案后高度重视， 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

2019年 3月中旬，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在充
分调查取证的基础上，迅速行动，陆续抓获乔
某进、乔某祥、张某、徐某、马某等 5 名犯罪团
伙成员， 一举捣毁了这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团
伙。经审讯，该团伙成员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19 年 5 月 23 日，5 名犯罪嫌疑人被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

全面“治乱”，持续压缩“藏污纳垢”空间
普陀保持高压态势，打击恶势力团伙 14个，有效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本报记者 栾吟之

上海“西大堂”普陀，历来商贸业发达、

各类市场密集。2013 年共有初级市场 102

家， 近年来陆续关闭了曹安蔬菜批发市场、

铜川路水产市场、曹家渡花鸟市场、真光地
区光彩市场等大型低端市场 35家。 这些市
场一度成为“藏污纳垢”空间，普陀区借着市
场关闭契机，震慑“黑恶”、全面“治乱”，持续
压缩乱相滋生场所。据统计，全区报警类 110

警情连续 3年保持两位数下降，为本次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奠定基础。

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后，普陀
区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环境整治和社会
治理创新，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除恶
务尽”，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截至目前，全区
共打击恶势力团伙 14个， 审查起诉涉恶案
件 3件 31人， 审结涉恶案件 3件 13人。今
年 1 月至 5 月， 全区 110 接警数同比下降
18.6%，报警类 110警情同比下降 15.3%，立
案数持续下降，有效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

惩治城乡接合部“恶霸”

家住桃浦地区的周某等一伙人，都是出
租车司机。一直以来，周某对同行收取“保护
费”，他“手下”出租车驾驶员借着载客便利，

在本市几个固定宾馆和酒店承接生意，与同
行花某等人为了抢生意而斗殴。两年多时间
里，不断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到处作
恶，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
恶劣的社会影响， 已然形成了恶势力团伙。

2016年 12月初，周某纠集同伙聚会斗殴，此
后被警方抓获。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普陀区法院于今年
5月 30日作出宣判，判决第一被告人周某犯敲
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一万
元；其余 6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
个月至四年不等。

对于这样的黑恶势力，全区公检法“零容
忍”精准打击，形成公安快侦、检察快诉、法院
快审的政法机关协同办案机制。

“起底”重点行业领域
“扫黑除恶这场硬仗，普陀区高站位布局、

高起点谋划、高质量推进。”区委政法委书记黄
庆伟介绍，普陀建立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组织
架构，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全面升格区扫黑
除恶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由区委书记任组长，

区长任第一副组长，31个委办局和 10个街镇
为成员单位。“一把手”挂帅，调研谋划、动员部
署、督促落实，共计召开区委常委会、区委书记

专题会等部署会议 16次，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
导实地调研督查 60余次。

全区“起底”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做到全
覆盖摸排核查。梳理涉“套路贷”案件，对相关
案件开展评查，重点围绕案件中是否存在虚假
民事诉讼情况进行排查；对已办理的恶势力犯
罪案件羁押对象，深挖核查是否存在涉黑恶线
索及保护伞问题； 对 2017年以来所办理的寻
衅滋事、 聚众斗殴等 7类重点案件以及涉黄、

涉赌、涉“套路贷”案件 140余件，涉及不捕、不
诉、公安撤回等情形的，逐一开展自查。

区纪委监委则紧盯“涉黑涉恶腐败问题、

黑恶势力‘保护伞’、专项斗争工作推动不力”

等三类问题，对 2018 年 1 月以来收到的全部
信访件进行逐件梳理， 对可能涉及 “三类问
题”的信访件进行集体研判、重点筛查。

智慧技术保障民生安全
普陀区还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铲除

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治本之策、 关键之举。对
全区基层党组织开展两轮软弱涣散党组织排
查，对居村“两委”换届中 3850 名候选人进行
资格联合审查， 取消 12名不符合条件候选人
资格；对 2名在换届后产生违纪违法行为的居
村干部给予党纪处分。

科技手段也被运用到扫黑除恶中。拿“智联
普陀” 城市大脑来说，该系统重点聚焦“公共安
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其“神经元”网
络目前连接 11万个老百姓身边的传感器，通过
46类智能应用场景保护社会安定、 社区和谐。

今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传感器共报警
10.55 万次，处置 10.1 万，处置率 95.8%。普陀
区通过 “智联普陀城市大脑”、“雪亮工程”、“智
慧公安”、社区楼宇智能安防系统以及大数据平
台等汇总信息， 将各渠道收集反馈的线索进行
比对碰撞、串并分析，不断完善信息线索发现、

上报、流转、核查、处置、反馈等“闭环工作机
制”，成为市民身边看不见的“安全卫士”。

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仲盛舞蹈团的学生们带着灿烂的笑容加入快闪。 王家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