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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买了半年被强行收回

37岁的杨龙（化名）是贵州人，今年年初
得知邓强等人被捕后，他高兴得晚上都睡不
着，“这下终于有人为我们出头了！出事的时
候，微信朋友圈里的人和亲戚，都说这官司打
不赢，要我去签了协议，可最后我只拿到了
5000元钱。要知道，最先买车的首付和一年
来的按揭，我就花了20多万啊！”

2017年年初，杨龙萌生了买辆货车跑运
输的念头。他自己的一点积蓄，还有从亲戚
朋友那里借来的钱，凑了10多万元。可要买
一辆新的货车，这点钱就只够交首付。于是
他四处打听，哪里的货车便宜一点。一个偶
然的机会，杨龙得知，重庆有一家叫“重庆展
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展亮公司），除了
制造货车货厢外，还有车辆销售的业务，而且
这家公司卖出的货车，首付只需10万元。

2017年2月，杨龙来到位于巴南区的渝
南汽车交易市场，在展亮公司销售人员的介
绍下，他看上了一辆红岩杰狮货车。3月初，
杨龙付了首付的10万元，按揭分18个月还
清，每月还17600元，共计413800元。

本来约定2017年4月接车，但直到5月
20日杨龙才拿到新车。接车时，销售人员丢
了一堆合同让他签，杨龙刚拿到车，心里非常
高兴，一来没有心思仔细阅读合同的具体条
款，二来销售人员也催着他赶紧签字，并一直
在他耳边提醒：“这些都是格式化的合同，没
必要细看，签字就是了。”合同签完后，就全部
被销售人员收走了。最后，杨龙的货车挂靠
在了销售人员指定的一家运输公司——重庆
君睿达汽车运输公司名下。

最初的半年，杨龙的货运生意还算不错，
每个月都能按时缴纳按揭款。

2017年11月，杨龙的货车发生了一起
交通事故。按照保险理赔程序，赔偿款不会
这么快到账，杨龙也只能找人借钱垫付，但当
月的按揭款就没有了着落。“当时确实没有钱
了，能借钱的亲戚朋友都找了……”最后杨龙
打电话给展亮公司的财务人员沟通，对方答
应当月的按揭款下个月一起还。

2017年12月18日，保险理赔的4.2万
元赔付到账，杨龙打电话向公司确认，但对方
始终说没有收到理赔款。这下杨龙着急了：
因为第二个月的按揭款他也没钱支付了。

今年1月4日下午1点过，杨龙开着自己
的大货车在贵州老家附近跑运输，在经过一
处红绿灯时，道路右边有一个穿着反光背心，
拿着停车标识牌的人示意杨龙靠边停车。“我
开始以为是交管部门在路边设卡检查货车，
可这些人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穿制服。”
当杨龙停车，正准备拿证件时，有人拉开车
门，强行把他从驾驶室里拽了出来。下车后，
又有两名男子，一左一右夹着杨龙，把他往一
辆路边的小轿车上拖。

“我以为遇到抢车的了！”就在杨龙准备
大喊求救时，他听到轿车司机正在打电话，是
在核实“没有还款”，并解释说是因为杨龙没
有按时还购车的按揭款，“老板喊收车”。

“收车”第四天就被卖掉

“我只是两个月没有交按揭，就把我的车
收走了……当时我看到他们车上还有电棍。”
当日的情形，杨龙至今历历在目，现在说起来
还觉得身体有些哆嗦。

杨龙说，他被几个人押上轿车后，车子一
直开。马上就要回重庆主城时，在高速路收
费站，几人将杨龙丢了下来，并给了100元车
费让他自己回家。到家后，杨龙并没有报警，
而是打电话向公司财务核实，这时财务人员

才告诉他，之前保险理赔的钱已经到账，可此
时车已被收走了。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杨龙和几个亲戚朋
友来到主城，找到君睿达公司讨说法。此时，
一直藏在幕后的老板邓强出面了。可邓强一
开口，就先让杨龙支付4万元的收车费。“我
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求能不能少交点。”
邓强却一口咬定4万元不能少，还丢下狠话

“随便你去告，都可以”。
杨龙还是头一次遇上这样的事儿，他除

了向亲戚朋友打听，还在朋友圈里求助，寻找
解决办法。可得到的答复都是“打官司打不
赢”。无奈之下，杨龙只好到处找人借钱，想
把“收车费”还上，早点把货车要回来。

今年1月11日，杨龙又来找邓强交涉，
邓强终于向他“摊牌”：“拿28万来，才能开走
车！”

“怎么要28万了？”杨龙当时就坐不住
了，邓强则在一旁给他算账：4万元的收车
费，5万元的保证金，还有该车剩下的贷款
18.9万元，一共27.9万元。

当时，杨龙基本上已拿不出分文了，只
能央求：“邓老板，有没有其他的办法？”邓强
见杨龙已无力支付，假装着很难办的样子，
给他指了一条路：“干脆你把车子卖给我，那
28万我不要了，算上之前你给的首付和按
揭，扣除一些费用，总共算下来……我还给
你6万。”

杨龙已经没有其他退路，只能答应下来，
签了协议，按了手印。当他去公司财务那里
拿钱时，财务说账上没这么多钱了，只能先给
他5000元，剩下的一个星期后再转账给他。
可杨龙等了很久，也没等到剩下的那55000
元。

事后杨龙才知道，该公司收走他的货车
后，第二天就开始在朋友圈里叫卖。1月7
日，也就是收走他的车的第四天，这辆仅开了
半年的新车就以29.68万元的价格被人买走
了。

杨龙事后算了一笔账：他为这新车交了
10万元的首付款，还有半年多的按揭款，以
及出车祸后垫付的赔偿，一共20多万元。可
最后，他不仅没能要回车子，也只拿到了
5000元“卖车钱”。

货车销售挂靠“一条龙”产业

从2016年开始，巴南警方发现，关于货
车买卖的纠纷逐渐增多，在渝南汽车交易市
场内的卡乐、胜丰、君睿达、强帮、万拓这5家
汽车运输公司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经过调查，这5家汽车运输公司的股东、
法人全是挂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邓强，
公司人员都是同一批人，他们除了对受害人
进行欺骗、恐吓外，更会组织手下人员对前来
声讨维权的受害人进行殴打和暴力胁迫。至
此，一个以邓强为组织者、领导者，钟贵艮、凌
世荣为骨干人员，刘斌等人为积极参加者，周
德平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浮
出水面。

办案民警介绍，2010年，邓强在九龙坡
区成立重庆攀鹏机械加工厂，2012年1月更
名为重庆展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为货
车制造货厢。

邓强有多年从事货车运输的经验。他知
道，一辆新货车从出厂销售到进行运输，过程
主要包括：车主从汽车销售公司购买新车，然
后到货厢厂购买安装货厢，再找一家运输公
司挂靠，最后办齐各种手续后，才能上路跑运
输。在经营中，邓强发现成立运输公司，吸引
车主挂靠，收取管理费，有利可图。于是邓强
在2011年12月成立重庆卡乐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开始从事挂靠业务。后因公司规模扩

大，邓强又分别于2013年11月成立重庆胜
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成立重
庆君睿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重庆强帮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成立重庆万拓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5家公司办公地点都位
于巴南区九公里渝南汽车交易市场内。而邓
强之前那家以制造货车货厢为主业的展亮公
司，也将业务范围扩大至车辆销售。这样，邓
强所掌握的6家公司就完成了从货车“销售
—安装货厢—挂靠”一条龙产业。

2013年开始，邓强的运输公司规模逐渐
扩大，挂靠车辆数稳步提高。2015年，部分
挂靠车主出现拖欠费用现象，邓强委托他人
从车主处收车，后索要拖欠费用。车主无法
缴纳的，邓强就将车子变卖，将钱款据为己
有。邓强发现，收车不仅可以获得大量利润，
而且可以提供现金周转，若自己成立收车队，
还可以控制收车成本，获得更多利益。2015
年年底，邓强同钟贵艮协商，成立依附于公司
的职业“收车队”，由钟贵艮自行招募收车人
员，专门为公司收车。邓强按照收回的车辆
数及收车距离的远近，支付报酬，并由钟贵艮
分配给其他收车人员。

2016年年初，邓强为继续扩大经营，以
重庆展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在某区
园区内建设车厢厂。该厂成立后。为获得周
转资金，邓强一方面通过骗取银行贷款的手
段临时周转，另一方面开始任意挪用车主缴
纳的商业保险费用，而不为或少为车主购买
商业保险。

因资金仍嫌不足，邓强开始通过收车后
变卖或勒索的手段，获取大量现金。依附于
公司的“收车队”，也从钟贵艮一个小组，逐渐
扩大到以凌世荣等为首的数个小组。这几个
小组直接听命于邓强，组织和支付报酬的方
式同钟贵艮小组一样。

今年1月26日，巴南区公安分局以聚众
斗殴罪，对邓强采取刑事拘留。3月3日，经
检察机关批准，邓强被巴南区公安分局逮
捕。后经公安机关缜密侦查，于4月18日以
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
以邓强为首的该组织成员立案调查。

揭开货车买卖中的“黑色链条”

那么在这货车销售的背后，究竟有着什
么“套路”呢？

办案民警介绍，从2016年年初，邓强安
排的收车行为扩大化，逐渐形成了固定“套
路”，并以收车变卖为主，所得款项多于公司
应得费用的，也不再归还车主。

第一步，签订陷阱合同。邓强公司通过
“低首付”的手段吸引车主从其处购车并挂
靠。为给收车创造条件，从车主购车时起，邓
强就刻意设置合同陷阱。

第二步，放任或制造条件让车主违约。
第三步，收车。公司财务人员定期将欠

款车主名单交给邓强。邓强从中确定收车对
象后，安排钟贵艮、凌世荣等人，从车主处收
车。收车人员携带伸缩棒、电警棍等工具，仗
着人多势众，强行将车主拖拉下车，并将其押
至自己驾驶的车辆上。

第四步，变卖或勒索。收车后，邓强以此
为筹码，不仅要求车主缴纳拖欠的保险费等
费用，还要求将按揭一次性全部还清（包括未
到期部分），另外还勒索高额的收车费（留置
费）、滞纳金、违约金等。邓强经常刻意不给
车主协商处理的时间，快速销售，甚至有收车
当天就销售的情况。

庭审四天，斩断“黑链”

经警方查明，以邓强为首的这个黑社会

性质组织肆意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聚众
斗殴、合同诈骗等犯罪攫取巨额不法经济利
益，并将获得的不法利益用于公司扩大规模
以及人员开支。截至案发，该组织名下公司
挂靠车辆已达1700余辆，成为重庆渝南汽车
市场内规模较大的汽车运输企业。2016年
和2017年，邓强通过收车模式获得的不法利
益达两千余万元。

“在遭受了这样的‘套路收车’后，大部分
受害人认为此事有合同在先，通过法律手段
胜诉的机会不大，因此只能忍气吞声，不会报
警。还有些受害人迫于邓强等人的威迫，也
不会选择报警。因此最初选择报案的受害
人，只是‘冰山一角’。”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在
他们办案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取证工
作，在邓强的运输公司挂靠的很多货车司机
是外地人，其中许多受害人家庭条件困难，买
货车跑运输是一家人的经济来源。两年以
来，邓强将通过收车模式获得的不法利益，不
仅用于自己公司的运营，也用于自己和组织
成员的高消费，肆意挥霍。他们哪里会想到，
这一个个“套路”的背后，却是一个个家庭的
悲剧。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在法院对该组织为
期4天的庭审中，最让他们记忆犹新的是庭
审第三天，一对从四川来的60多岁的老夫
妻。老人说，他们将家里的积蓄，以及从亲
戚朋友那里借来的钱，凑了10多万元，准备
给儿子买一辆货车跑运输。儿子在邓强的
公司交了首付款，拿到了新车。但邓强将车
主的部分首付款挪用，不及时交付上级经销
商，上级经销商因此一直没有将车辆手续办
齐，导致车主一直无法开车上路跑业务。两
三个月后，邓强的“收车队”将新车收回，老
两口的儿子这才发现遭遇了“套路”，可先前
交的首付款已无法要回。民警探访这家人
时发现，由于遭遇了这样的变故，老两口的
儿子患上了抑郁症，妻子也和他离了婚。对
于这样一个原本就清贫的家庭，更是雪上加
霜。

记者了解到，该犯罪组织的收车行为涉
及地域很广，以云贵川为主，包括全国多个省
份，如今警方初步查明的受害车主就有上百
人。因收车行为导致多起斗殴，严重侵害被
害人的人身权利及社会秩序。因收车行为致
使受害人蒙受巨额经济损失，收入来源被切
断，家庭陷入困境。因设置的合同陷阱，导致
受害人难以通过法律渠道维权。即使个别车
主诉讼成功，但邓强拒不执行，采取“耗下去”
的方式，拖垮受害人。

“这伙人平时在外穷凶极恶，对待前来
‘扯皮’的车主也是没一个好脸！”在庭审现
场，从事二手车经营的杨先生告诉记者，同样
在渝南汽车市场内做生意，邓强经营的这几
家运输公司，早已“臭名远扬”，欺诈、敲诈、恐
吓事主，在外聚众斗殴，不遵守行业规定……
搞得交易市场里乌烟瘴气，严重败坏了重庆
市货车交易市场声誉，在汽车运输行业造成
恶劣影响。

杨先生还告诉记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如今已深入人心，类似邓强这样的犯罪组
织，早一天覆灭，就少一些车主受害，同时也
还了整个汽车运输行业一个“清净”，还了人
民群众一片安宁。司法机关依法对邓强团
伙进行处罚，不但有力打击了涉黑涉恶犯
罪，更稳定了人心，维护了平安，彰显了正
义。杨先生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大扫黑除恶
力度，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让黑恶势力无
所遁形。

邓强团伙覆灭，长期存在于汽车运输行
业，货车买卖中的这根“黑色链条”也被彻底
斩断。

本报记者 谭遥

签订陷阱合同-放任或制造条件让车主违约-收车-变卖或勒索

通过货车买卖的“黑色链条”
这伙人2年牟利2000余万

昨天，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对
黑社会性质组织领导者邓强判处有期徒刑25年，对其余21名黑社会性
质组织成员分别判处2年6个月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我们就想来看看，害了我儿子的人有什么样的下场！”庭审第三天，一对
60多岁的老夫妇从四川远道而来，他们的儿子就是中了邓强组织的“套路收
车”陷阱，被害得家庭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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