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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3）刑提字第5号 公诉机关 中华

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再审被告人 刘涌，男，1960

年11月30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原系沈

阳嘉阳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住沈阳市和平区丽景

城市花园D座11楼2号。因本案于2000年7月11日被拘留，同

年8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辽宁省锦州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

人 佟林，北京市万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 徐冲，北京市

天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辽宁省铁岭市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8

月10日向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刘涌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敲诈

勒索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偷

税罪，行贿罪。同时，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扈艳、刘宝贵对

被告人刘涌等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2002年4月17日作出（2001）铁中刑初字第68号刑事附带民

事判决, 认定被告人刘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非法经营

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万元；犯行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万元。判处刘涌赔

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扈艳人民币1万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刘宝贵人民币5420元。对刘涌聚敛的财物及其收益，

以及用于犯罪的工具，依法追缴、没收。判决宣告后，刘涌

不服，提出上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扈艳、刘宝贵亦不服

，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8月11日作出

（2002）辽刑一终字第15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原一审

判决中对刘涌故意伤害罪的量刑部分及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扈艳的民事赔偿部分。认定刘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组织、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1500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非法持

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万元。判处刘涌赔偿刘宝贵人民

币5420元；赔偿扈艳人民币1万元，对扈艳的赔偿与其他同案

被告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对刘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聚敛的财物及其收益，以及用于犯罪的工具，依法追

缴、没收。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本院于2003年10月8日作

出（2003）刑监字第155号再审决定，以原二审判决对刘涌的

判决不当为由，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

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

姜伟、张凤艳出庭支持公诉。再审被告人刘涌及其辩护人佟

林、徐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辽宁省铁岭市中级

人民法院原一审判决认定，1995年底至2000年7月，被告人刘

涌纠集同案被告人宋健飞、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程健

等人，组成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非法持有枪支和管



制刀具，采取暴力手段聚敛钱财，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实施犯罪27起

。此前，在1989年至1992年间，刘涌还伙同他人实施故意伤

害犯罪4起。刘涌共作案31起，其中直接或者指使、授意他人

实施故意伤害犯罪13起，致1人死亡，5人重伤并造成4人严重

残疾，8人轻伤；故意毁坏财物犯罪4起，毁坏财物价值人民

币31 700元；非法经营香烟，经营额人民币7200万元；行贿犯

罪6起，行贿人民币41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95 000元、物品

价值人民币25 700元；非法持有枪支1支；妨害公务犯罪1起。

其行为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故

意毁坏财物罪，非法经营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妨

害公务罪。刘涌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中起组织、领

导作用，系首要分子，应对该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责任

。其故意伤害犯罪，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与

所犯其他数罪并罚。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二审判决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涌的主要犯罪事实和证据未发生变化

，应予以确认。对刘涌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公安机关在对刘涌

及其同案被告人讯问时存在刑讯逼供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

查，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

。刘涌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其所组织、

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其所犯故意伤

害罪，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

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其判处死刑

，可不立即执行。 本院再审开庭审理时，公诉人认为原判认

定的刘涌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原二审判决

认为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



，并对刘涌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不当，应予纠正。 再审

被告人刘涌对原判认定的部分事实提出异议，辩解称：未指

使程健、宋健飞等人殴打被害人王永学，程健、宋健飞等人

殴打王永学系为绰号叫老狐狸的赵德军进行报复；未指使、

授意他人殴打、伤害刘燕、崔岩、周刚、范振斌等被害人；

未指使他人打砸沈阳中街大药房；未枪击佟俊森、刘宝贵；

故意伤害宁勇已经过公安机关调解处理，不应再追究刑事责

任；只向马向东行贿2万美元，未向刘实、姜新本、凌德秀行

贿，未请托刘实、马向东等人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未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

逼供。 再审被告人刘涌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与刘涌的辩

解相同，并认为刘涌及其同案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口供不应

作为证据使用。 经再审开庭审理查明：再审被告人刘涌

自1995年以来，先后纠集原审同案被告人宋健飞、吴静明、

董铁岩、李志国、程健、张建奇、刘凯峰等人，在原审同案

被告人朱赤、刘军、孟祥龙、房霆（均系警察）的参与及纵

容下，逐步形成以其为首，以其建立的企业为依托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采取暴力等非法手段聚敛钱财，收买国家工作人

员马向东、刘实、焦玫瑰、高明贤、凌德秀、姜新本、杨礼

维（均另案处理）等人为其提供非法帮助，在一定区域和行

业范围内有组织地进行违法活动。具体事实如下： 1998年2

月25日，再审被告人刘涌因沈阳市盛京饭店起诉其公司拖欠

购房款，而对该饭店总经理刘燕不满，指使宋健飞、张建奇

、刘凡（在逃）持片刀、枪刺在盛京饭店东门前向刘燕头、

面、臂等处连砍数刀，致刘燕重伤，伤残程度五级。该饭店

职工崔军、刘淑贤见状上前解救刘燕时，也被砍为轻微伤。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被害

人刘燕陈述：因与刘涌发生债务纠纷，1998年2月25日，刘涌

雇人在盛京饭店门前用刀将她头、面、臂等处砍伤。 2、被

害人刘淑贤、崔军陈述：1998年2月25日，他们在盛京饭店门

前随刘燕外出时，被人持刀砍伤。 3、法医鉴定结论：被害

人刘燕左尺骨骨折，左面部神经断裂，损伤程度为重伤，伤

残程度五级；被害人刘淑贤、崔军均为轻微伤。 4、原审同

案被告人宋健飞、张建奇供述：在刘涌指使下，他们伙同刘

凡将刘燕、刘淑贤、崔军砍伤。 5、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

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

予以确认。 1998年4月20日，再审被告人刘涌在沈阳市沈河区

怀远门滚石迪厅跳舞时与两名女青年发生纠纷，又与保安人

员发生厮打。经公安机关处理，刘涌作了赔偿。刘涌为此不

满，指使宋健飞、吴静明纠集董铁岩、李志国、刘凯峰、张

建奇等人于同年5月1日下午到滚石迪厅，持砍刀、铁管砍、

打迪厅员工，将赵智的头、面、手、腿部和金长发的肩、肘

部砍伤，致赵智轻伤，金长发轻微伤，并砸毁迪厅内的电视

、桌椅、门窗玻璃等物品，价值人民币11 340元。 上述事实

，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证人高翔证明

：1998年4月20日，刘涌等人在滚石迪厅殴打两名女青年和两

名保安人员。同年5月1日下午，一伙人持刀、铁管到滚石迪

厅砸坏电视、桌椅、玻璃等物品，并将赵智、金长发砍伤。

2、被害人赵智、金长发陈述及证人陈淑芳、梁海证明：1998

年5月1日下午，一伙人持刀、铁管到滚石迪厅打砸物品，砍

伤赵智、金长发。 3、法医鉴定结论：被害人赵智为轻伤；

被害人金长发为轻微伤。 4、估价鉴定结论：滚石迪厅被砸



毁物品价值人民币11 340元。 5、原审同案被告人宋健飞、吴

静明、李志国、董铁岩、刘凯峰、张建奇、朴成文供述：打

砸滚石迪厅系受刘涌指使，为刘涌出气。 6、再审被告人刘

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

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8年10月30日，再审被告人刘涌邀请

他人到沈阳大卫营健康休闲俱乐部（以下简称大卫营）娱乐

，随刘涌一同前往的还有程健、朱赤、房霆、项培岳（原审

同案被告人）等人。因刘涌等人观看演出时，服务人员将包

房让与周刚和警察杜军、朱永刚等人，双方发生口角厮打。

房霆持手枪威逼对方，刘涌指使闻讯赶来的张晓伟、孙乃洪

（均另案处理）持刀向周刚头、胸、腹、四肢等处猛刺十余

刀，致周刚脾破裂，失血性休克，脾摘除，造成重伤，伤残

程度五级。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 1、被害人周刚陈述及证人朱永刚、杜军证明：1998年10

月30日晚，他们在大卫营因包房问题与刘涌等人发生口角厮

打，周刚被连刺十余刀。 2、法医鉴定结论：被害人周刚脾

破裂、脾摘除，失血性休克，为重伤，伤残程度五级。 3、

证人孙乃洪、张晓伟证明：刘涌等人在大卫营与他人发生冲

突，刘涌指使他们持刀将对方一人刺伤。 4、原审同案被告

人程健、房霆、项培岳、刘军、朱赤供述：1998年10月末一

天，他们与刘涌在大卫营因包房问题与周刚等人发生斗殴。

5、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

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9年1月份的一天晚

上，朱赤、刘军、房霆与刘建军（另案处理）等人在再审被

告人刘涌经营的沈阳浴乐城B99包房内饮酒时，朱赤与在A01

包房内饮酒的李俊岩发生争执。经刘涌调解未果，李俊岩与



朱赤在B99包房内再次发生厮打。朱赤向天棚开枪，刘军、房

霆等人持手枪逼住见状上前的李俊岩的随行人员刘正岩、张

晓伟、孙乃洪，向其周围连开数枪。刘涌持朱赤的手枪，把

李俊岩拽到A01包房，向李俊岩左腿部连开两枪，致其轻伤。

李俊岩被击伤后逃离现场，刘涌等人又驾车在沈阳市内四处

追撵，因李俊岩逃往外地躲藏而未逞。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

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被害人李俊岩陈述及证人

刘正岩、张晓伟、孙乃洪证明：1999年1月的一天，李俊岩在

浴乐城饮酒时与朱赤发生口角。朱赤向天棚开枪；刘军、房

霆等人持枪逼住刘正岩、张晓伟、孙乃洪，向其周围连开数

枪；刘涌在包房内，向李俊岩腿部连开两枪。 2、法医鉴定

结论：被害人李俊岩左腿两处贯通枪伤为轻伤。 3、现场勘

查笔录记载：浴乐城A01包房有两枚弹头，两处弹着点，B99

包房有三处弹着点。 4、原审同案被告人刘军、朱赤、房霆

供述及证人刘建军证明：1999年1月的一天，朱赤与李俊岩在

浴乐城饮酒时发生厮打，朱赤向天棚开枪；刘军、房霆等人

向刘正岩等人周围连开数枪；刘涌在包房内向李俊岩左腿连

开两枪。李俊岩逃走后，他们与刘涌又驾车在沈阳市内四处

追撵。 5、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

符，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9年1月8日

晚，宋健飞、吴静明在沈阳市小格兰酒店饮酒时，与黄刚等

人发生斗殴被刺伤。再审被告人刘涌闻讯后，带领宋健飞、

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朱赤、刘军及张昊（另案处理）

等人驾车赶到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报复因受伤在此治疗的

黄刚。刘涌在楼下等候，董铁岩、李志国、张昊等人持刀在

手术室门口砍刺陪同黄刚的孙岩，致孙岩轻伤。 上述事实，



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被害人孙岩陈述

及证人黄刚证明：1999年1月一天夜里，孙岩在第四人民医院

手术室门外被刘涌一伙人砍伤。 2、法医鉴定结论：被害人

孙岩为轻伤。 3、原审同案被告人宋健飞、吴静明、李志国

、董铁岩、朱赤、刘军供述及证人张昊证明：1999年1月8日

晚，宋健飞、吴静明与黄刚等人发生斗殴后，刘涌带领他们

到第四人民医院，报复因受伤在此治疗的黄刚。董铁岩、李

志国、张昊等人在手术室门口持刀砍伤一人。 4、再审被告

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上

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9年初，原审同案被告人马宗义

因对本单位领导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范振斌不满

，请再审被告人刘涌帮其报复。在刘涌授意下，同年2月24

日17时许，宋健飞、吴静明纠集董铁岩、李志国携带砍刀等

凶器，经马宗义指认，在沈阳市沈河区杏林街6号交通银行门

前，向范振斌头、胸、背、臀等处砍刺十余刀，致范振斌轻

伤。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

被害人范振斌陈述：1999年2月24日17时许，其在交通银行附

近被一伙人砍刺十余刀。 2、法医鉴定结论：被害人范振斌

为轻伤。 3、原审同案被告人马宗义一审时当庭供述：受其

请托，刘涌授意宋健飞等人帮其报复了范振斌。 4、原审同

案被告人宋健飞、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供述：1999年初

，他们按照刘涌的授意，在马宗义指认下持刀砍刺范振斌。

5、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

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9年4月，再审被告

人刘涌在取得沈阳市沈河区中央二段的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

准备建百佳购物广场后，授意宋健飞、吴静明以暴力手段强



行尽快拆迁该用地范围内的建筑。同年5月14日上午，宋健飞

等人拆迁至刘凤江经营的中街大药房时，与药房职工发生冲

突，刘涌闻讯赶到现场。在刘涌指使下，宋健飞、吴静明、

董铁岩、李志国等人持枪刺、砍刀、棒球棒冲进药房，追打

药房经理代翼，致代翼面部、腿部轻伤，并砸毁药房物品，

毁坏财物价值人民币14 670元。随后，宋健飞等人又闯入相邻

的李连贵熏肉大饼店和台湾乡村牛肉面饭店，殴打服务员，

砸坏门窗玻璃及店内物品。事后，《辽沈晚报》以“中街大

药房白日遭遇歹徒”为题，对此进行报道，刘涌见后十分不

满。刘凤江因惧怕刘涌报复，被迫在《辽沈晚报》上刊登前

文报道有误的说明。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

证据证实： 1、被害人代翼陈述及证人胡金生、刘凤江、韩

翠明证明：1999年5月14日上午，一伙人将中街大药房的柜台

、药品、玻璃砸坏，将代翼刺伤。 2、法医鉴定结论：被害

人代翼为轻伤。 3、现场勘查笔录记载：中街大药房的柜台

、药品、玻璃被砸坏。 4、估价鉴定结论：中街大药房被毁

坏财物价值人民币 14 670元。 5、证人李天才、曹娟、邓文科

、刘业军证明：1999年5月14日上午，中街台湾乡村牛肉面饭

店、李连贵熏肉大饼店的玻璃等物品被一伙人砸坏，服务员

刘业军被殴打。 6、原审同案被告人宋健飞、吴静明、董铁

岩供述：刘涌为建百佳购物广场，授意他们采用暴力手段强

行拆迁。当拆迁到中街大药房时，与该药房职工发生冲突。

在刘涌指使下，他们持械冲进中街大药房和台湾乡村牛肉面

饭店、李连贵熏肉大饼店，砸毁物品，殴打员工。 7、再审

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9年10月，再审被告人刘涌



得知有人销售“云雾山”牌香烟，影响其经销同种香烟后，

指使程健去市场查看并“收拾”销售“云雾山”牌香烟的业

户。同年10月15日上午，在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农贸大厅，经

程健派人指认，宋健飞、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及李凯（

原审同案被告人）等人对销售“云雾山”牌香烟的业户王永

学进行殴打，宋健飞并威胁他人“看谁还敢卖云雾山烟”。

王永学因右肺门、右心房破裂，急性失血性休克合并心包填

塞而死亡。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 1、法医鉴定结论：被害人王永学因遭受钝性外力作用，

造成右肺门破裂、右心房破裂，急性大失血合并心包填塞死

亡。 2、证人张宝福、扈刚、扈艳、邢广海、王丽证明：1999

年10月15日上午，有一伙人在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农贸大厅殴

打王永学，并威胁 “看谁还敢卖云雾山烟”。 3、原审同案

被告人程健、吴静明、宋健飞、董铁岩、李志国、李凯供述

：为垄断“云雾山”牌香烟的销售市场，在刘涌的指使下，

他们到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农贸大厅殴打了王永学。董铁岩、

李志国还供述：殴打王永学后，宋健飞威胁他人“看谁还敢

卖云雾山烟”。 4、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

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2000

年5月3日下午，再审被告人刘涌到沈阳市于洪区崇山东路崔

岩家看相算命，崔岩说其身体不好。刘涌对此不满，指使宋

健飞进行报复。同年5月5日15时许，宋健飞纠集董铁岩、李

志国等人携带尖刀、砍刀到崔岩家，砍刺崔岩头、腹、臀等

处十余刀，致其重伤。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

的证据证实： 1、被害人崔岩陈述：2000年5月3日下午，刘涌

找他算命，他说刘涌身体不好。同年5月5日15时许，他被三



个穿黑衣服的人连刺十余刀。 2、法医鉴定结论：被害人崔

岩为重伤。 3、证人王永清、张富良证明：2000年5月5日15时

许，有三个穿黑衣服的人用刀刺崔岩十余刀。 4、原审同案

被告人宋健飞、李志国、董铁岩、项培岳供述：因崔岩算命

时说刘涌身体不好，刘涌指使他们去崔家，持刀刺伤崔岩。

5、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

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5年末，再审被告人

刘涌为筹办沈阳市百佳超市连锁店，要求盛京饭店一楼双兴

购物中心业主吴迪出让经营场所，被吴迪拒绝。刘涌与程健

和石鹏（另案处理）预谋后，指使吴静明、李志国、董铁岩

等人到吴迪的办公室和住所，对吴迪及其家人进行殴打、骚

扰、恐吓，并直接出面威胁，迫使吴迪出让了经营场所。期

间，吴迪为减少损失，将购物中心中的100平方米转租给毗邻

的佐丹奴专卖店业主曹俊奇。刘涌对此不满，以弥补吴迪终

止经营损失为由，向曹俊奇索要人民币25万元，但只交给吴

迪5万元。吴迪因被迫出让营业场所，遭受经济损失人民币35

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

、被害人吴迪陈述：1995年，刘涌采用殴打、威胁手段，迫

使他出让了经营场所。因他将一部分房子租给曹俊奇，刘涌

又以给他补偿为由，向曹俊奇索要人民币25万元，但只交给

他5万元。 2、证人曹俊奇证明：因其转租了吴迪的部分经营

场所，刘涌迫使其支付了吴迪损失费人民币25万元。事后吴

迪说，刘涌只给了他5万元。 3、估价鉴定结论：吴迪因出让

双兴购物中心遭受经济损失人民币35万元。 4、证人吴静证明

：亲眼目睹吴迪在办公室被一伙人殴打。 5、证人石鹏证明

：刘涌租用双兴购物中心未果，派吴静明等人前去殴打吴迪



。 6、原审同案被告人董铁岩、程健、吴静明、李志国供述

：刘涌为转租双兴购物中心而授意程健指使吴静明、董铁岩

、李志国殴打吴迪；刘涌以给吴迪补偿为名，向曹俊奇索要

人民币 25万元。 7、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

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7

年4月21日，沈阳大世界眼镜店业主尚宝成与金犀宝专卖店业

主韩孺因牌匾问题发生争执。再审被告人刘涌应尚宝成请求

出面找韩孺说和未果，遂带领宋健飞、吴静明、张建奇等人

，到沈阳市和平区交警二大队院内找到韩孺，殴打并持刀刺

伤韩孺腹部和腿部，致其轻微伤。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

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被害人韩孺陈述：因牌匾问题

与尚宝成产生矛盾，尚宝成找刘涌等人对其进行殴打。其左

腿被刺一刀，左上腹被刺两刀。 2、法医鉴定结论：被害人

韩孺为轻微伤。 3、证人尚宝成证明：因牌匾问题与韩孺发

生矛盾，找刘涌出面说和，刘涌将韩孺刺伤。 4、原审同案

被告人宋健飞、吴静明、张建奇供述：随刘涌殴打了韩孺。

5、再审被告人刘涌在再审开庭时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上

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7年8月7日，再审被告人刘涌因

沈阳市盛京饭店水管漏水，冲浸了其经营的百佳连锁店，遂

带领宋健飞、张建奇等人闯入该饭店经理翁玉珠的办公室，

对翁进行殴打，砸坏办公室内物品。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

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被害人翁玉珠陈述：1997年夏

天，盛京饭店漏水，冲了百佳超市连锁店天棚。有一天，来

了七八个人到办公室，对其殴打，砸坏室内部分物品。 2、

原审同案被告人宋健飞、张建奇供述：1997年8月7日因盛京

饭店漏水冲了百佳超市连锁店，刘涌带领他们殴打盛京饭店



经理翁玉珠并砸坏室内物品。 3、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

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

以确认。 1997年秋，再审被告人刘涌从程健处得知沈阳市和

平区南五烟市有一业户销售“黄山”牌香烟，影响其经销同

种香烟，遂指使吴静明等人对该业主李玲、张敏进行殴打。

同时，让朱赤等人前往烟市接应。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

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被害人李玲陈述：1997年秋季一

天，其与张敏在南五烟市被人殴打。 2、原审同案被告人程

健、吴静明、朱赤供述：刘涌指使吴静明等人对销售“黄山

”牌香烟的业主李玲、张敏进行殴打，并由朱赤前往接应。

3、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

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8年5月的一天，沈

阳春天休闲广场销售服装的业主王传泰、刘志兰发生口角厮

打。再审被告人刘涌受王传泰之弟王传正之托，要求有关管

理人员清除刘志兰未果，遂指使宋健飞、刘凯峰伙同刘凡持

刀划坏刘志兰经销的服装，砸毁试衣镜，造成经济损失价值

人民币218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

证实： 1、被害人刘志兰陈述及证人王传正、王传泰、姚辉

证明：1998年5月一天，王传泰与刘志兰发生口角厮打。后来

有三个人划坏了刘志兰经销的服装，砸毁试衣镜。 2、估价

鉴定结论：刘志兰被毁坏的物品价值人民币2180元。 3、原审

同案被告人宋健飞、刘凯峰供述：受刘涌指使，他们伙同刘

凡划坏了刘志兰经销的服装，砸毁试衣镜。 4、再审被告人

刘涌在再审开庭时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上述证据，本院予

以确认。 1998年6月11日上午，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工

作人员郭金喜、刘建勋与辽宁省技术监督局工作人员章军到



沈阳市中街百佳超市检查时，发现该店经营的酒类和化妆品

不符合有关规定，予以登记保存，并坚持让再审被告人刘涌

到技术监督部门接受调查处理，刘涌对此极为不满。在刘涌

的指使下，吴静明、宋健飞伙同张斌（在逃）尾随三名检查

人员至沈阳市太原街北口，对三人进行殴打，用刀刺伤郭金

喜腿部、臀部，致郭金喜、章军轻微伤。 上述事实，有下列

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被害人郭金喜、刘建勋

、章军陈述：1998年6月11日上午，他们到中街百佳超市执法

检查，扣封一些商品并让刘涌去技术监督部门接受处理。离

开后，被追来的几个人殴打，郭金喜、章军被打伤。 2、法

医鉴定结论：被害人郭金喜、章军均为轻微伤。 3、原审同

案被告人宋健飞、吴静明供述：在刘涌指使下，他们殴打了

章军、刘建勋，用刀刺伤郭金喜。 4、再审被告人刘涌在再

审开庭时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8年9月22日，再审被告人刘涌应白而为（另案处理）要求

，授意宋健飞、吴静明帮助白而为解决与罗伦特装饰材料销

售中心（以下简称罗伦特）经理高洪雁的经济纠纷和让罗伦

特更名问题。宋健飞、吴静明带领李志国、董铁岩及刘凡等

人到罗伦特，威胁高洪雁限期更名、还款，并殴打周维杰，

砸毁办公室内物品，毁坏财物价值人民币4900元。 上述事实

，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被害人高洪雁

、周维杰陈述及证人邢思勤证明：1998年9月份的一天，有四

个人到高洪雁办公室，威胁高限期将公司更名和还款，并殴

打周维杰，砸毁室内物品。 2、估价鉴定结论：被砸毁物品

价值人民币4900元。 3、证人白而为证明：1998年9月份一天

，应其请求刘涌派人帮助其解决与高洪雁的经济纠纷和罗伦



特更名问题。 4、原审同案被告人吴静明、宋健飞、董铁岩

、李志国供述：他们受刘涌指使，随白而为到罗伦特威胁高

洪雁限期将公司更名和还款，并殴打周维杰，砸毁室内物品

。 5、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

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8年10月，再审

被告人刘涌从程健处得知刘慕林经销的“红黄山”香烟比其

经销的同种香烟价格低，影响其香烟销售后，指使刘凯峰伙

同宋阳、宋伟（均在逃）等人随程健将刘慕林叫到沈阳市大

东区双玉园酒店进行殴打。后程健向刘慕林索要人民币9000

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

被害人刘慕林陈述及证人王景平证明：刘慕林因卖“红黄山

”香烟被程健等人殴打。程健向刘慕林索要人民币9000元。 2

、原审同案被告人程健、刘凯峰供述：因刘慕林经销的“红

黄山”香烟比程健经销的同种香烟售价低，受刘涌指使，他

们殴打了刘慕林，并向刘慕林索要人民币9000元。 3、再审被

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8年10月20日，再审被告人刘

涌得知沈阳市大东区东站烟市有一业主销售“恭喜发财”牌

香烟，影响其同种香烟的销售后，授意程健让吴静明、宋健

飞、董铁岩等人到烟市，殴打经销该烟的葛亮，砸坏烟摊。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证人

刘香林证明：1998年10月20日，刘涌派人打伤葛亮，砸坏烟

摊。 2、原审同案被告人吴静明、宋健飞、董铁岩、程健供

述：刘涌得知东站烟市有一业主经销“恭喜发财”牌香烟后

，授意程健让宋健飞、吴静明、董铁岩等人到烟市殴打葛亮

、砸坏烟摊。 3、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



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8

年11月，再审被告人刘涌与房霆、李俊岩等人到沈阳市潮州

城酒店饮酒时，因与一同饮酒的张凡发生争执，刘涌持房霆

的手枪向天棚鸣放一枪。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

证的证据证实： 1、证人李俊岩的证言和原审同案被告人房

霆、项培岳的供述证明：1998年11月一天，刘涌在潮州城饮

酒时，因与一同饮酒的张凡发生争执，拿过房霆的手枪向天

棚鸣放一枪。 2、再审被告人刘涌在再审开庭时对上述事实

供认不讳。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7年上半年，再审

被告人刘涌送给时任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实（另案处

理）人民币20万元。同年11月，刘实为刘涌办理了以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身份赴美国的相关手续。在美国期间

，刘涌又送给刘实美元3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

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证人刘实证明：其为刘涌以沈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身份去美国提供帮助，刘涌于1997

年3月送给其人民币20万元，同年11月又在美国送给其美元3

万元。 2、证人宋丽君证明：1997年11月份，刘实让其给刘涌

办理了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身份赴美国的手续。

3、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

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5年初，再审被告人

刘涌通过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原副局长高明贤、局长凌德秀

（均另案处理）的帮助，承包了该局下属的中华商场。1996

年、1997年，又经高明贤、凌德秀推荐，先后当选为沈阳市

和平区政协委员和沈阳市人大代表。推荐刘涌时，高明贤、

凌德秀隐瞒了刘涌曾因枪击警察刘宝贵一案被公安机关羁押

的事实。为此，刘涌先后于1996年至1998年，每年春节送给



高明贤人民币2万元，共计人民币6万元；于1995年、1996年，

每年春节送给凌德秀人民币1万元，共计人民币2万元。 上述

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证人高明

贤、凌德秀证明：1995年初，他们帮助刘涌承包了中华商场

。经他们推荐，刘涌于1996年当选为和平区政协委员，

于1997年当选为沈阳市人大代表。推荐刘涌时，他们隐瞒了

刘涌曾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的事实。刘涌于1996年

至1998年，每年春节送给高明贤人民币2万元，于1995年

、1996年，每年春节送给凌德秀人民币1万元。 2、证人郑阳

、金长厚、聂唯军证明：区劳动局推荐刘涌为沈阳市和平区

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时，未向主管部门提及刘涌曾因涉嫌犯

罪被公安机关羁押的事实。否则，刘涌不会当选。 3、沈阳

市公安局1995年6月19日对刘涌取保候审的决定书载明：刘涌

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后取保候审。 4、再审被告人

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上述

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8年，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将下属

企业百佳自选商场由集体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承包该商场

的再审被告人刘涌在和平区劳动局原局长姜新本（另案处理

）的帮助下，以“零买断”的方式获得了该商场企业产权。

百佳自选商场转制后，房产使用权仍归劳动局享有，但姜新

本没有要求刘涌按规定缴纳房产使用费。刘涌为了表示感谢

，于1999年5月，到姜新本办公室送给姜新本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证人

姜新本证明：在百佳商场转制时，其为刘涌提供帮助，没有

收取刘涌的房产使用费。刘涌为了表示感谢，于1999年5月送

给其人民币10万元。 2、证人金英（姜新本妻子）证明：1999



年5月份的一天，姜新本拿回家人民币10万元。 3、证人赵晶

红、高原、张义臣证明：百佳自选商场转制卖给刘涌是姜新

本决定的。 4、沈阳市和平区房产局第二房产经理部证明：

百佳商场的房产应收取房产使用费，但从1996年7月起，该商

场房屋调租部分一直未付。 5、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

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

确认。 1998年8月，再审被告人刘涌通过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

东（另案处理）的秘书王晓方送给马向东美元2万元。在此期

间，刘涌任董事长的沈阳市百佳集团转接了沈阳市众城房地

产开发公司开发的沈阳市中街中段，筹建百佳购物广场。同

年12月，经马向东批准，该项目免交综合配套费和国有土地

出让金等费用。1999年5月，刘涌又到马向东家送给马美元2

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

、证人马向东证明：刘涌为了和他拉关系及感谢他在中街土

地出让一事上的帮助，于1998年8、9月份通过王晓方送给他

美元2万元，1999年5月份又送他美元2万元。 2、书证《众城

公司申请免交四费一税和国有土地出让金的报告》载明：马

向东在该报告上批示，对百佳集团转接的中街开发项目，应

在政策上给予支持，请建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抓紧协调，

确定有关扶植政策。 3、证人泰明证明：经马向东批示并让

其协调，百佳集团免交了综合配套费和国有土地出让金。按

规定国有土地出让金一律不许减免。 4、证人卢春风证明：

沈阳市规划局按市建委批示减免了百佳购物广场的综合配套

费1300余万元，此费用按国家规定不应减免。 5、再审被告人

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上述

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9年上半年，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



分行（以下简称省农行）欲购买嘉阳大厦部分房产建立营业

网点。同年7月，刘涌邀请负责此项工作的时任省农行营业部

副总经理杨礼维（另案处理）等人赴香港考察，送给杨礼维

港币5万元。同年底，经杨礼维提议，省农行用在建工程款人

民币2000万元先行垫付了购房款。2000年1月，刘涌又在沈阳

浴乐城送给杨礼维美元50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

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证人杨礼维证明：刘涌于1999年7

月在香港送给他港币5万元，2000年1月在沈阳浴乐城又送给

他美元5000元。经他帮助，省农行用在建工程款人民币2000

万元向刘涌垫付了购房款。 2、证人高伟证明：2000年1月的

一天，他从刘涌的车里拿出美元5000元交给在沈阳浴乐城包

房中的刘涌，当时包房中还有杨礼维。 3、证人范振斌、张

绍轼证明：经杨礼维建议，省农行用在建工程款向刘涌的公

司垫付了购房款人民币2000万元。 4、沈阳百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收据及银行传票、转账支票载明：该公司收到省农行

支付的人民币2000万元。 5、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

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 1999年8、9月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焦玫瑰（

另案处理）应再审被告人刘涌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对

涉及刘涌利益的穆某某诉沈阳市土地局一案不予立案，尔后

又将该案由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管辖变更为由和平区人民

法院管辖。刘涌于1999年10月、11月，先后送给焦玫瑰价值

人民币21 700元的四个拼图凳子、一面镜子及价值人民币4000

元的手机一部；于2000年春节前，先后送给焦玫瑰美元2万元

和人民币3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

据证实： 1、证人焦玫瑰证明：其应刘涌要求，指示立案庭



对涉及刘涌利益的穆某某诉沈阳市土地局一案不予立案，后

又指示将此案变更管辖。刘涌为了表示感谢，分别送给她四

个拼图凳子、一面镜子、一部手机、美元2万元、人民币3万

元。 2、证人王志忠证明：2000年春节前，焦玫瑰让其去刘涌

处取回人民币3万元。 3、证人徐冬、高会弟、刘永江证明：

焦玫瑰让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对穆某某诉沈阳市土地

局一案不予立案，后又指示将此案变更管辖。 4、沈阳天一

家具商场收款收据存根载明：刘涌支付购买家具款21 700元。

5、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

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7年6月9日、1998年3

月25日，再审被告人刘涌伙同程健等人利用私刻的辽宁省辽

中县烟草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和假介绍信，分别在中

国建设银行沈阳分行南站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沈阳分行桂

林支行非法开立两个经营香烟的专用帐户，违反烟草专卖法

规，非法委托辽中县烟草公司与安徽省烟草公司蚌埠分公司

、贵州省烟草公司贵定卷烟销售公司签定烟草交易合同。

于1997年6月至2000年7月，异地购进“黄山”牌香烟12 800件

、“云雾山”牌香烟9798件，合计22 598件，在沈阳市内批发

销售，非法经营金额人民币720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

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证人刘兴阁、李广祥、武

永录、纪元强、李成宽、陈玉华、于冬梅、仲丹的证言，文

检鉴定书，及原审同案被告人程健的供述证明：刘涌、程健

利用私刻的辽中县烟草公司印章、法人名章和假介绍信，分

别开立两个经营香烟的专用帐户，非法委托辽中县烟草公司

与蚌埠烟草公司、贵定卷烟销售公司签定烟草交易合同。 2

、证人郭春雨、许文杰、闫涛、高振勇、宿民、腾春凤、金



秀梅的证言，辽中县烟草公司与蚌埠烟草公司、贵定卷烟销

售公司签定的合同复印件、汇款收款凭证、百佳集团财务明

细帐、沈阳烟草公司与百佳公司沈河分公司签定的协议书等

书证，及原审同案被告人程健的供述证明：1997年6月至2000

年7月间，刘涌伙同程健异地购进“黄山”牌香烟12 800件、

“云雾山”牌香烟9798件，在沈阳市内批发销售，经营额人

民币7200万元。 3、再审被告人刘涌在再审开庭时对上述事实

供认不讳。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2000年7月1日，再审

被告人刘涌指使高伟、安晶涛（另案处理）将其非法持有的

一支庆华牌小口径运动手枪和子弹八发，藏匿于刘军的办公

室。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

公安机关提取笔录载明：从刘军办公室天棚内提取小口径运

动手枪一支、子弹八发。 2、证人高伟、安晶涛证明：2000

年7月1日，刘涌让高伟到其家中取走小口径运动手枪一支，

子弹八发，交由安晶涛藏于刘军办公室。 3、再审被告人刘

涌在再审开庭时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

确认。 经再审开庭审理查明，再审被告人刘涌在其黑社会性

质组织形成之前，还进行了下列违法活动： 1989年9月11日

晚8时许，再审被告人刘涌因怀疑其女友孙曼江与宁勇关系暧

昧，纠集宋健飞及张俊民、姜铁刚、陆宏武（均在逃）等人

在沈阳市和平区水上乐园歌舞厅附近，用木棍、拳脚猛击宁

勇面、胸、腹部，致宁勇脾破裂，脾摘除，造成重伤，伤残

程度五级。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 1、被害人宁勇陈述：1989年9月11日晚，其在沈阳水上乐

园歌舞厅附近，被刘涌带一伙人打伤。 2、法医鉴定结论：

被害人宁勇脾破裂、脾摘除，为重伤，伤残程度五级。 3、



原审同案被告人宋健飞供述及证人孙曼江、张俊民、姜铁刚

证明：1989年夏季的一天，刘涌因怀疑宁勇与孙曼江关系暧

昧，伙同宋健飞、张俊民、陆宏武、姜铁刚等人将宁勇打伤

。 4、再审被告人刘涌在再审开庭时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1年7月15日下午4时许，再审

被告人刘涌因其朋友杨建国（在逃）与沈阳雷蒙时装店业主

佟俊森发生口角，伙同杨建国纠集陈文斌、刘伟（均在逃）

等人，持火药枪、枪刺、战刀、斧子等凶器，闯入雷蒙时装

店。刘涌持火药枪威逼佟俊森跪下，开枪击伤佟的左肩部；

陈文斌等人持枪刺、战刀、斧子猛砍佟的头、腹、臂和腿部

，致佟俊森重伤，伤残程度六级。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

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被害人佟俊森陈述及证人王凤

祥、杨百胜、王强证明：1991年7月15日，刘涌带领一伙人持

火药枪和刀斧等凶器闯入雷蒙时装店。刘涌持火药枪威逼佟

俊森跪下，开枪击中佟的左肩部，其他人持刀斧猛砍佟俊森

。 2、法医鉴定结论：被害人佟俊森为重伤，伤残程度六级

。 3、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

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2年7月的一天

晚上，孙树鹏在再审被告人刘涌家中与刘涌、程健等人发生

口角，刘涌指使吴静明持火药枪击伤孙树鹏左大腿，致孙树

鹏轻伤。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被害人孙树鹏陈述：1992年7月一天晚上，其与刘涌、程

健发生口角，刘涌让吴静明持火药枪将其腿部击伤。 2、法

医鉴定结论：被害人孙树鹏为轻伤。 3、原审同案被告人吴

静明、程健供述：1997年7月一天晚上，孙树鹏在刘涌家里与

刘涌、程健发生口角，刘涌指使吴静明开枪将孙树鹏左腿击



伤。 4、再审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

，可相互印证。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1992年10月6日

晚7时许，再审被告人刘涌为替袁庆友（在逃）报复张少波，

伙同吴静明、袁庆友等人持猎枪、枪刺等凶器在沈阳市和平

区中山广场附近，砍刺张少波头、臀部，致其轻伤。张少波

呼救，正在附近的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警察刘宝贵、孙明

闻讯前来制止。刘宝贵报明身份并鸣枪示警，孙明喝令刘涌

放下手中猎枪。刘涌不听制止，向刘宝贵开枪，击中刘宝贵

右髋部，致其轻伤。事后，刘涌逃往广州。 上述事实，有下

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被害人张少波陈述及

证人栾亚光证明：1992年10月6日晚，刘涌一伙人拿刀砍张少

波时，刘宝贵闻讯前来制止，并鸣枪示警，刘涌开枪将刘宝

贵击倒。 2、被害人刘宝贵陈述及证人孙明证明：1992年10

月6日晚7时许，他们鸣枪示警制止刘涌等人伤害张少波时，

刘涌开枪将刘宝贵击伤。 3、法医鉴定结论：被害人张少波

、刘宝贵为轻伤。 4、原审同案被告人吴静明供述：1992年10

月7日，他听刘涌讲，10月6日刘涌开枪击伤刘宝贵。 5、再审

被告人刘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上述证据相符，可相互印证

。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再审被告人刘涌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活动27起.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形

成之前，实施违法活动4起，共实施违法活动31起。其中，直

接参与或者指使、授意他人故意伤害13起，致1人死亡，5人

重伤并造成4人严重残疾，8人轻伤；指使他人故意毁坏财物4

起，毁坏财物价值共计人民币33 090元；非法经营1起，经营

额人民币7200万元；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6起，行贿金额人民

币41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95 000元，行贿物品价值人民



币25 700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 275 497元；指使他人妨害公务1

起；非法持有枪支1支。 对于再审被告人刘涌提出的未指使

程健、宋健飞等人殴打被害人王永学，程健、宋健飞等人殴

打王永学系为绰号叫老狐狸的赵德军进行报复的辩解，经查

，赵德军否认自己叫老狐狸，并称自己不认识王永学；程健

、宋健飞等人均未证明赵德军是老狐狸；证人扈艳（王永学

之妻）证明，王永学与赵德军没有矛盾；程健、宋健飞等人

的供述均证明，因王永学销售“云雾山”牌香烟，影响刘涌

销售同种香烟，在刘涌指使下，他们殴打了王永学，宋健飞

并威胁他人“看谁还敢卖云雾山烟”；证人扈刚、邢广海、

王丽等人证明，宋健飞、吴静明等人殴打王永学并威胁他人

“看谁还敢卖云雾山烟”。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宋健飞等人

殴打王永学，系为了刘涌的利益，在刘涌的指使下所为。对

此，刘涌在侦查阶段亦曾多次供认。其辩解与已查明的事实

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再审被告人刘涌提出的未指使、

授意他人殴打、伤害刘燕、崔岩、周刚、范振斌等被害人，

未指使他人打砸中街大药房，未枪击佟俊森、刘宝贵的辩解

，经查，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本院确认的被害人陈述、证

人证言、原审同案被告人供述均证实，宋健飞、程健、吴静

明、董铁岩、李志国、孙乃洪、张晓伟等人殴打、伤害上述

被害人，打砸中街大药房等，均系在刘涌的指使、授意下所

为。刘涌故意枪击佟俊森、刘宝贵，不仅有被害人指认，目

击证人证明，还有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证实。对上述事实，刘

涌本人亦曾供认在案，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刘涌的

辩解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再审被告人

刘涌提出的未向刘实、姜新本、凌德秀行贿，只向马向东行



贿美元2万元，以及没有请托马向东、刘实等人为自已谋取不

正当利益的辩解，经查，刘涌向刘实行贿人民币20万元、美

元3万元，向姜新本行贿人民币10万元，向凌德秀行贿人民

币2万元，向马向东行贿美元4万元的事实，以及请托马向东

、刘实等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实

，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本院确认的受贿人马向东、刘

实、姜新本、凌德秀等人的证言和其他证人证言、书证证实

，刘涌本人亦曾供述在案。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刘

涌的辩解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再审被

告人刘涌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公安机关在本案侦查阶段存在刑

讯逼供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庭审中公诉人出示的参与

刘涌一案的预审、监管、看守人员的证言证明，公安人员未

对刘涌及其同案被告人刑讯逼供；辽宁省人民政府依法指定

的鉴定医院沈阳市公安医院2000年8月5日至2001年7月9日对刘

涌及其同案被告人先后进行的39次体检病志载明，刘涌及其

同案被告人皮肤粘膜均无出血点，双下肢无浮肿，四肢活动

正常，均无伤情。刘涌的辩护人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明公安人

员存在刑讯逼供的证人证言，取证形式不符合有关法规，且

证言之间相互矛盾，同一证人的证言前后矛盾，不予采信。

据此，不能认定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刘涌及

其辩护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再审被告

人刘涌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刘涌的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经庭审举证、质证

并经本院确认的证人证言和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证实，自1995

年以来，刘涌先后纠集宋健飞、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

程健、张建奇、刘凯峰、朱赤、刘军等人，形成了以刘涌为



首，以宋健飞、吴静明、董铁岩、李志国、程健为骨干，以

张建奇、刘凯峰、朱赤、刘军等人为主要成员的犯罪组织。

该组织以刘涌建立的企业为依托，通过非法经营、欺行霸市

等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较强的

经济实力；在刘涌领导、指使、授意下，为了刘涌及该组织

的利益，长期在一定区域内采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

有组织地多次进行故意伤害、毁坏公私财物、非法经营、行

贿、妨害公务、非法持有枪支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

欺压、残害群众；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并利用国家工作

人员的包庇、纵容、帮助，称霸一方，在当地形成恶劣影响

，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符合《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

四条第一款的解释》所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要件。

刘涌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 对于再审被告人刘涌提出的故意伤害宁勇已经公安机关调

解，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的辩解，经查，刘涌伤害宁勇，致

其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据法律规定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应当将此案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司法机关依法应当对刘涌的该起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刘涌

的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再审被告人刘

涌组织、领导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

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刘涌在黑

社会性质组织形成之前和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

罪活动中，直接或者指使、授意他人实施故意伤害的行为已

构成故意伤害罪，后果特别严重；指使他人故意损坏公私财

物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



；违反国家烟草专卖规定，异地购进香烟批发销售的行为构

成非法经营罪，经营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为了谋

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行为已构成行

贿罪，情节严重；指使他人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违反枪支管

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刘涌

系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应对该组织的全

部罪行承担责任。其直接或者指使、授意他人持刀、持枪实

施故意伤害犯罪，致1人死亡，5人重伤并造成4人严重残疾

，8人轻伤，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

社会危害极大，且不具有法定或者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

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所犯其他罪行，亦应依法惩处

，数罪并罚。原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原二审判决定罪准确，但认定“不

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

，与再审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不符；原二审判决“鉴于其犯

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

体情况”，对刘涌所犯故意伤害罪的量刑予以改判的理由不

能成立，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零五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

一十二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

一款、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二百三十四条第

二款、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百八十九条

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

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五十



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

第一款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

、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辽宁

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辽刑一终字第15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

决中对再审被告人刘涌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及决定执行的刑罚

部分。 二、再审被告人刘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维持原二审对刘涌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1500万元；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妨害公务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的判

决部分。对刘涌上列被判处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万元。 三、再审被告

人刘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敛的全部财物及其

收益，依法追缴；供其犯罪使用的工具，予以没收。 本判决

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南英 审判员 高贵君 审判员 

杜伟夫 审判员 沈秋媛 代理审判员 马盛平 二 ○ ○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书记员 刘东升 书记员 赵瑞罡 附：有关法律规定

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

二百零五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

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二百零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

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如果



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

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

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

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

项再审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

，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

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

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

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

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第二百九十

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

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

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

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

罚。 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七十五条故意毁坏公

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

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

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

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第三百九十

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百

七十七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第一

百二十八条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组

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

作用的，是主犯。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

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第五十七条第一款对于被判处死

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第六十

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

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

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

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 如果数罪中有判

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



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

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

用和自行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 刑法第

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

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

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

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

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三）以暴力、威胁或

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

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

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

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

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

、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八条第二款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

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

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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