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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组织犯罪绝对数量大; 其首犯、主犯多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几乎全是边缘化人群; 多以合

法外衣掩饰其违法犯罪行为，以暴力、恐吓手段攫取暴利; 呈现专业化、家族化的特征; 多有保护伞。 控
制有组织犯罪依赖于立法专门化、一体化; 切实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完善刑罚体系，重视并努力
做好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工作; 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优化社会政策，减少边缘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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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组织犯罪的界定和类型
我国《刑法》并未规定有组织犯罪，仅在为数不多的法律规范及司法文件中涉及，学界探讨较多。
有组织犯罪“指三人或三人以上，按照纪律和等级永久性集合在一起，为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采
［1］
用恫吓、暴力和贿赂腐蚀的方法而实施的犯罪行为 ” ，这种观点在今天已显示了其局限性： 一是否认

了有组织犯罪的开放性，即忽视了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壮大及部分成员可能退出的事实； 二是有组织犯
罪的目的并不仅限于经济利益。笔者认为，从犯罪学的视角来看，有组织犯罪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基本
目标，以暴力和贿赂为主要手段，具有组织机构的层次性、组织功能的分解协调性、组织指令的规范性和
组织成员的稳定性、组织形态由低到高的有序性，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组织整体系统； 从刑法学的视角
来看，有组织犯罪是指三人以上，为取得某种利益而结成的具有一定组织结构的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
［2］

罪，现阶段包括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其他法定的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
［3］

组织犯罪还包括共同犯罪中的聚众犯罪 、洗钱罪等

。 有学者认为，有

，笔者并不赞同，因为这些犯罪虽然可以是有组织

实施的，却不必然是有组织犯罪； 有组织犯罪与这些犯罪存在交叉关系 ，且分类标准不一。
在我国当前语境下探讨有组织犯罪相关问题 ，应当将与其密切联系的共同犯罪、犯罪团伙、犯罪集
团、黑恶势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黑社会组织及恐怖组织等区分开来 。 根据我国《刑法 》第二十五条规
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犯罪团伙不是规范的刑法术语，但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使用，
实质上是指共同犯罪，它既包括一般共同犯罪，也包括犯罪集团。会道门和邪教组织具有其特殊性，不
［4］

应将其划入特殊犯罪集团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犯罪集团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

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 以下简称《纪要》） 进一步指出，犯罪集团一般具有人数较多，有明显的首
要分子，重要成员固定或者基本固定，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一种或数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等特征 。
《纪要》指出，“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
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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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据此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将“恶势力”或曰“黑恶势力”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的初级形态，认为其是一般团伙犯罪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动态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 。不过，通常
所称恶势力包括犯罪团伙和黑社会性质组织两种情况 。
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 》将 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四条
第一款的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 ”特征的规定上升为法律。《刑法 》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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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秩序 ”①。 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认定，应当符合上述四个特征（ 或条件） 。我国犯罪组织虽然数量庞大，但与日本相比，单个组
［5］

织的成员人数较少，势力范围较窄，组织结构较为松散，整体上仍处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阶段

。 我国

内地目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分为渗透型 、帮派型、企业型、家族型、匪霸型等五种类型； 组织形式高
级化、规模扩大化，暴力手段呈两极化，敛财方式逐步经营化，加强了向腐败官员的渗透，与境外犯罪组
［6］

织的联系加强，是其主要特征

。

黑社会组织是指政治色彩浓厚，组织结构严密，犯罪领域广泛，犯罪手法隐密的犯罪组织②。 黑社
会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 ，与另两种犯罪灾难（ 即贩毒和恐怖主义活动 ） 一起被联合国
大会并称为“全球性的瘟疫”。
恐怖组织犯罪，
通常与极端宗教势力、
民族分裂势力相关，
其往往通过获得资助、绑架、抢劫、敲诈勒索
等方式敛财并发展壮大。恐怖组织犯罪是组织最严密、危害最大、铲除难度最大的有组织犯罪，和一般的
有组织犯罪存在较多不同。恐怖组织大多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
执著的政治追求，这是其与一般有组织犯
罪的最重要的区别。恐怖组织的产生往往有深厚的历史、
民族、
文化原因，
其成员人数众多，
组织化程度远
较一般的有组织犯罪严密。对恐怖组织犯罪的处置，
通常会有多于一般的有组织犯罪的政治考量。
鉴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多发 、常见的有组织犯罪，也是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本文亦主要以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例来分析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 、原因及对策。
二、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原因及趋势预测
( 一) 有组织犯罪现状分析
尽管全国范围内的有组织犯罪相关资料阙如 ，但根据一些报道和学者的实证分析结论 ，对有组织犯
罪的触目惊心的现状亦可窥见一斑 ，且不难发现若干规律性特征。
有学者研究发现，北京地区有组织犯罪成员以当地文化程度较低的青壮年为主 ，职业分布上以农民
最为常见； 有组织犯罪暴力性的特点决定了其成员年轻化 ； 成员文化程度较低，说明有组织犯罪的阶层
［7］

性特征比较稳定

。有学者从重庆近年已审结的 11 个典型涉黑案件总结出当前涉黑犯罪有如下突出

特点： （ 1） 在组织目的上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 ，并有一定的政治利益需求； （ 2） 在获利途径上主
要以合法公司为依托，在暴利行业从事非法经营活动； （ 3） 在人员结构上其成员主要是文化素质较低的
①

学界通常将其概括为组织性、犯罪性、经济性、称霸性。也有学者认为其含义不清，非法言法语过多，并对后“三性”提出批评，

认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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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 （ 3） 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在一定区
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详见曾粤兴、贾凌著《罪刑法定视野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载《中国刑事
法杂志》2011 年第 7 期。更严厉的批评可见张远煌著《不明事理的中国有组织犯罪立法》，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 年第 3 期。
张小宁著《中日犯罪组织比较分析———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 VS 日本暴力团》，载《法学杂志》2011 年第 5 期，第 60
② 见莫洪宪、
页。也有学者认为，一般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 性质） 组织犯罪、恐怖组织犯罪，分别是有组织犯罪的基础形态、中级形态、最高形态。
参见于志刚著《我国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制裁体系及其完善》，载《中州学刊》2010 年第 5 期，第 87—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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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散青壮年（ 成员大多文化素质较低，成员主要是闲散人员，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为刑释解教人员，
成员主要是“70 后”和“80 后”的青壮年） ，“黑老大”的形成有一些共同特点（ 在年龄上一般长于其成员；
大多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如从事过具有优势地位的工作或蹲过监狱； 有能力在一定行业获取巨额经济利
益） ； （ 4） 在组织关系即对内笼络控制成员的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家规”性； （ 5） 在非法控制即对外形成非
法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手段上把策动群体事件作为新的手段； （ 6） 在社会危害性上已严重动摇当地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生活基础①。江西有组织犯罪的结构以黑社会性质组织型为主； 犯罪行为人主要是男性、年龄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无业人员或刑释解教人员； 犯罪行为人之间具有较强的地缘性和家
在 30 岁以下、
族性； 犯罪组织主要染指建筑业、
运输业、娱乐业等领域，敛财手段和方法多样； 犯罪组织“以商养黑、以黑
护商”，
积极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并拉拢腐蚀党政干部，谋求政治身份和社会荣誉，犯罪隐蔽性越来越
［8］
强 。应当看到，
上述特征并非仅存在于一时一地，
而在全国也具有代表性、
普遍性。
我国有组织犯罪活动具有如下特点： （ 1） 黑社会性质组织结构以严密型为主，呈标准的三层级形
态； （ 2） 黑社会性质组织规模中等，成员人数集中于 10—40 人之间； （ 3） 组织领导者、骨干成员多有违法
犯罪经历，组织领导者社会身份多重； （ 4） 组织成员以地缘结合为主，无业人员、刑释解教人员、进城农
民居多； （ 5） 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时间较短，但“割韭菜 ”现象明显； （ 6） 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一定的亚
文化，成熟组织“黑白一体化”运营； （ 7） 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利途径多样，地域性特征明显； （ 8） 黑社会性
质组织半数以上拥有合法企业，合法经营与非法经营交织； （ 9） 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是主要的行为或手
［9］
段特征，但软暴力趋势明显； （ 10） 黑社会性质组织涉枪犯罪严重，超过一半的组织拥有枪支 。
正如笔者曾指出的，我国现阶段有组织犯罪呈现新的特征 ： 借助合法的公司、企业从事有组织犯罪；

犯罪手法不断翻新，采取“软暴力”方式实施犯罪； 获取经济利益的途径多样化； 普遍存在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涉黑现象； 组织结构极其严密，组织程度极高。我国有组织犯罪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应该
［10］
引起足够重视 。笔者认为，有组织犯罪的下列特点值得注意 ：
1． 有组织犯罪的绝对数量大。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据，自 2006 年 1 月至 2009 年 7 月，全国公安机
关共侦办涉黑案件 1267 起，打掉恶势力 13000 多个，其中仅是盘踞在建筑工程、矿产开采、交通运输、批
［11］
发市场等领域的涉黑组织便超过 400 个 。 不难看出有组织犯罪此起彼伏，沉渣泛起，若以此推断犯
罪罪数、预测新生有组织犯罪，其数量无疑是惊人的。打“黑”工作任重而道远。

2． 组织严密，等级森严，有组织犯罪的成员几乎全是边缘化人群，其首犯、主犯多有暴力犯罪的前
科。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一般都存在一个“邪恶核心 ”。 正是这些具有前科劣迹的首要分子和主犯，
控制、推动着整个犯罪组织的行为。在主犯的群体中，具有犯罪前科的比例较高，犯罪前科涉及的罪名
［12］
主要是故意伤害、抢劫、抢夺、敲诈勒索等侵害人身权利犯罪以及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犯罪等类型 。
（ 黑社会性质组织） 骨干成员和一般成员多为刑满释放人员 、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和社会的闲杂人员［13］。
［14］
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场”内部的关联方式可分为地域犯罪场 、聚居犯罪场、血缘犯罪场和监狱犯罪场 。
3． 有组织犯罪多以合法外衣掩饰其违法犯罪行为 ，以暴力、威胁、恐吓的手段攫取暴利。 黑社会性

质组织多采取以成立“公司”或其他经营形式为掩护，掩盖其非法活动，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 其
犯罪行为类型以故意伤害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贩毒罪、赌博罪、寻衅滋事罪等居多。犯
［15］
罪手段以暴力型居多。有组织犯罪的被害人以自然人居多 ，同时存在不少的被害法人单位 。
4． 有组织犯罪呈现专业化、家族化的特征。例如，在有些地方，盗墓犯罪已呈现出集团化、专业化、

家族化的特点，甚至已形成黑恶势力。2010 年盗墓出现了新趋势，从过去盗掘人少地偏的地方转向了
盗掘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区，从过去盗掘无名墓转向帝王将相墓，从过去盗掘地下金银陶器转向地面
［16］
大而笨重的石刻雕像、古塔等 。
5． 有组织犯罪多有保护伞，
涉黑职务犯罪突出。例如，
在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从 2009 年 6 月
54% 的涉黑犯罪都有保护伞，保护伞涉
到 2010 年 4 月 24 日，
共立案查办暴露出的职务犯罪 134 件 156 人，

①

见石经海著《当前涉黑犯罪的特点与成因调查———以重庆 11 个典型案件为样本》，载《现代法学》2011 年第 3 期，第 113—118 页。

关于第一个特点，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甚至向政治领域渗透，
通过获得政治头衔攫取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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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及多个公权力部门，
并与涉黑组织控制的各个行业相对应 。重庆涉黑职务犯罪有如下特点： 涉黑职务
犯罪比较突出； 涉黑职务犯罪人员以政法干警和行政执法人员为主； 物流、娱乐等行业的审批管理领域是

涉黑职务犯罪易发区； 涉黑职务犯罪中县处级的涉案人员较多； 涉黑职务犯罪人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 涉
［18］
黑职务犯罪隐蔽性强； 涉黑职务犯罪中贿赂犯罪突出； 涉黑职务犯罪人多涉及多个犯罪行为 。
( 二) 有组织犯罪原因剖析
研究有组织犯罪原因是预测其趋势 、提出防控对策的基础。有组织犯罪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 ，具
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不仅存在犯罪人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作为滋生有组织犯罪的深厚土壤 。概言
之，犯罪人因经济贫困等原因导致受教育程度偏低 ，成长环境较为恶劣，未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工作技能低下，就业机会匮乏，既无正当职业、稳定收入来源，又好逸恶劳、法治意识淡薄，反叛心理、
反社会意识强，基于生活及安全感的需要，加入或者创立犯罪组织，通过暴力、以暴力相威胁、贿赂等非
法手段营生，从而获取经济利益和安全感。由于尝到犯罪的甜头，其要求已不限于由无产变为有产，而
是变本加厉，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甚至萌发政治追求。
1． 经济贫困，受教育程度低。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在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远落后于城市，
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基本国情。普遍的贫困化使得农村中的每个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 ，而不管他们
［19］
是属于剩余的，还是属于非剩余的 。外出打工者是农村精英，由于长年在外，造成大量的留守儿童和
留守老人，对于留守的青少年成长、特别是心理健康产生了消极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读书无用论 ”在
不少地方，特别是农村仍有相当大的市场。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及高中辍学 、放弃高考机会的学生数量
依然巨大。在当今知识经济社会，无知识也无一技之长的农民很难不被边缘化 ，犯罪率高发群体就是社
会边缘化群体。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犯罪，大多即为农民工犯罪。
2． 机会匮乏，无正当职业和较稳定的收入，表达权的实现路径狭窄。 有学者指出，犯罪浪潮迭起以
及社会紧张程度与一个社会的经济“痛苦指数”有正相关关系，所谓“痛苦指数”由失业率加上通货膨胀
率构成。其实，若以“未就业率”包括失业、下岗、自始无工作来计算，则痛苦指数更会攀升。 由于边缘
人群自身素质不高，就业领域缺乏竞争力，本已不多的机会也难以抓住，长期无正当职业，也无稳定的收
入，面临生存、家庭压力，往往会无视法纪，铤而走险，甚至“一条道走到黑 ”。 有学者研究发现： 不少 （ 政
治家族） 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 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
集的趋向； 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 ，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
［20］
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如此则边缘人群及其子女的上升空间愈加狭窄。 又由于利益表达的组织
性、制度性、话语性以及自生性阙如，致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有效表达 ，合法权益得不到有

效维护，进而驱使他们选择“黑夜政治”方式进行泄愤①。
3． 犯罪亚文化的消极影响。所谓犯罪亚文化，简言之指存在于小群体的，与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
冲突、具有明显反社会功能的非主流文化 。就我国犯罪亚文化而言，江湖结社文化或曰帮会文化占主导
地位。帮会文化，是反映帮会生存方式、活动方式、行为准则、伦理关系、帮内规矩、价值观念的文化。它
与有组织犯罪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在有组织犯罪形成发展中起着精神动力作用 ，是以所谓“哥们
义气”而拉帮结派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亚文化。 就其实质而言，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完全是一种现
［21］
代化了的帮会，是帮会文化哺育出来的一个毒瘤 。 我国当今的涉黑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民
［22］
间帮会、旧有黑社会组织的继承和对国际成熟状态的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 ” 。如前所述，文化素质

低、心理失衡的边缘人群因在主流社会难以实现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 ，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增
加收入，获得安全感，不免会选择加入犯罪组织。
4．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偏低。尽管近年我国社会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仍不能满足社会现
实需要，
一些旧观念亟待更新，
仍存在巨大的提高空间。农村改革导致农村社会的非组织化过程，使广大
乡村处于空前的涣散状态。许多地方的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
留乡的多为老弱病残者，
农业生产受到
①

见张志胜著《表达阙如与黑夜政治———利益视域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 年第 2 期。作者

进一步指出，唯有增强其利益表达的组织性，拓展政治参与渠道，提升话语权利以及支持其实现全面“提素”，才是问题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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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村民呈原子化的生存状态，
基层组织涣散，
公共设施维护无人问津，
社会溃败之势相当明显，
基层社
。
，
“
”
，
会的灰黑色化甚至西西里化之势已经凸现 在城市 市民之间 老死不相往来 的情形亦极为普遍 若不计
与工作单位的联系，
也可谓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对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管理等，均存
人们不易感受到党和政府、社会的温暖，孤独、
冷漠、无助、
不公的感受几
在一定的无序状态。这种状态下，
继而损人利己、
残酷也变成顺理成章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一旦未将其消灭在萌芽
乎笼罩着每一个人，
状态，
有组织犯罪即会做大做强，
造成日后依法打击难度加大。这也许是由熟人社会发展为陌生人社会不
可避免的，
也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但由此滋生的弊端已十分凸显。
5． 司法政策和实践存在一定的偏差 。当前不少严重犯罪皆与多次“严打 ”的后遗症存在密切联系。
从快打击有时未注意办案质量，不能使犯罪人真正认罪服法； 从重打击有时量刑过重，罪刑失衡，助长了
其反社会心理。罚大于改，教大于帮，监狱并未使犯罪人悔过自新、掌握生存技能，反而成为犯罪的大染
缸。犯罪人出狱后，往往因长期与社会隔离而难以适应社会 ，难以找到正当职业，存在生活困难，又受到
多方面的歧视。在犯罪亚文化中，有前科更是成为其资深的证明和炫耀的资本。 犯罪人往往纠集一帮
狱友、马仔，重操旧业，违法乱纪，过上向往中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
( 三) 有组织犯罪的趋势预测
基于以上分析，不妨对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
1． 高级化、专业化和智能化。随着高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普及 ，有组织犯罪成员的犯罪技能不
断提高，运用智能工具，以新手段实施新型犯罪，并隐藏罪证，打击犯罪的难度增大。
2． 低龄化。青少年往往精力过剩，而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自我控制力较差 ，是一般犯罪的主体。许多
有组织犯罪的成员年龄在 30 周岁以下，但 20 岁以下的青少年也常见，一些犯罪组织甚至将小学生作为
“培养对象”。可见，低龄化是有组织犯罪的趋势之一 。
3． 垄断暴利化。由于有组织犯罪多成立有公司，以合法形式作为外衣，欺行霸市，强迫交易，趋于地
域控制和行业垄断，以攫取高额利润，既是其犯罪收益，也是其扩大化、壮大的资本。故追求垄断暴利并
实现暴利是其发展趋势。
4． 危害扩大化。如上所述，有组织犯罪多与毒品犯罪、枪械犯罪、抢劫、盗窃、赌博、敲诈勒索罪、强
奸、组织卖淫、贩卖人口、偷渡犯罪等密切相关，其组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破坏性 ，且拉拢、腐蚀
意志不坚定的公务人员作为保护伞 ，甚至与域外黑社会组织勾结为非作恶 。随着其实力的增强，有可能
演变成为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与主流社会分庭抗礼，自成一体，抗拒法律实施，对社会的危害也不断扩
大，追求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危及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甚至争夺社会控制权。
三、有组织犯罪的法律规制
由于域外有组织犯罪更为成熟、更加猖獗，其立法也较我国成熟，尽管在国情、司法环境等诸多方面
存在不同，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研究域外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也是今后加强国际合作、
司法协助的必由之路。
美国国会于 1970 年制定了《联邦有组织犯罪控制法 》，其主体部分为《反有组织犯罪侵蚀行为法 》
（ RICO） ，日本于 1991 年制定了《暴力团对策法 》。 为了打击和遏制有组织犯罪，我国台湾地区制定了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香港特区制定了《社团条例》，澳门特区于 1997 年 3 月 30 日颁布了《有组织犯罪
法》等。这些规定契合当地现实，对打击有组织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0 年 11 月 15 日，联合国大会
2003 年
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简称《巴勒莫公约》，同年 12 月 12 日我国政府签署，
8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该公约指出，有组织犯罪“系指由三人或多人所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
存在的、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以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
益而一致行动的有组织结构的集团 ”，并就“严重犯罪”、“有组织结构的集团”等术语作了详细解释。 这
一概念是以有组织犯罪最低限度为起点界定的 。
2009 年 4 月 26 日，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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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将中国区际刑事司法互助的司法实践以及中国区际刑事法律理论都大大
［23］
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同年 12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与此同时，我国也不断完善惩
治有组织犯罪的立法。
2011 年 3 月，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 》对《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的规定进行了大幅度修改 。 首先，
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 ； 同时，对组织者、领导者与积极参加者的法定刑进行
明确区分。修订前的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者 、领导者、积极参加者在量刑幅度上统一规定为“3 年以
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实践中，组织者、领导者所起的作用远不是积极参加者可比的，相同的处罚
对区分主从犯关系、划分责任形成了一定障碍。通常情况下，在较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组织者、领导
者掌控整个组织的运行、握有组织的核心信息，相对于积极参加者而言更容易立功，结果可能导致其刑
期比积极参加者还短。修订后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 7 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积极参加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将组织者、领导者的法定刑和积极参加者的法定刑明确区分 ，一则加大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者、领
导者的打击力度，防止放纵黑社会组织的核心人物 ； 二则对积极参加者的法定刑进行适度降低，对于其
他参加者，修订前后刑法均处以“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在保证不放纵犯
罪的同时，又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次，对黑社会组织犯罪增设财产刑。现实中黑社会组织犯
罪往往以操纵市场等经济性手段干涉地方经济的正常运行 ，给国家、社会和群众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修订前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对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人仅规定了自由刑而没有财产
刑，显然对犯罪打击不力。刑法修正案 （ 八 ） 对组织者和领导者必须处以没收财产的附加刑，对积极参
加者、其他参加者也可根据其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附加刑 。 这样规定符合刑法罪责
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再次，严厉打击“保护伞 ”。 刑法修正案 （ 八 ） 大大提高了
对“保护伞”的打击力度，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刑期由“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提高到“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删除了拘役和剥夺政治权利； 对于情节加重犯，刑期由“3 年
以上有期徒刑”调整为“5 年以上有期徒刑”。修订前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四款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是最后一款，对于触犯该罪的行为人适用一罪还是数罪由司法机关裁量 。 刑法修正案 （ 八 ） 将
修订前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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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整为第四款，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调整为第三款 ，这样，触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
同时又触犯其他犯罪行为的，一律按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随着数罪并罚最高刑期的相应提高 ，针对
“保护伞”的数罪并罚刑期也当然提高。
此外，增加、修改相关条款，进一步完善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律规定 。具体体现在： 首先对
部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可以“限制减刑”或“不得假释”。刑法修正案 （ 八 ） 第四条第二款规定： “对被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 、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
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
刑。”对于具备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特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可以适用对其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
（ 八） 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
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该条对绑架和有组
织的暴力性犯罪均规定不得假释 ，也体现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加大打击力度 。
其次，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由普通累犯调整为特别累犯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危害国家安全
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 ，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 ，都以累犯论处。刑法修
正案（ 八） 第七条修订了关于“特别累犯 ”的规定： “将刑法第六十六条修改为：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
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 ，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
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这无疑加大了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 。
再次，对相关罪名加以完善。刑法修正案 （ 八 ） 对黑社会组织犯罪惯用的犯罪手段如敲诈勒索罪、
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等均予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配合打击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对敲诈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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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一是降低入罪门槛，将“数额较大”的入罪门槛修改为“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 ”，即不以金额作
为衡量敲诈勒索罪的唯一标准。一般来讲，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并非以偶然犯罪为主，犯罪频率高、犯
罪模式类似是其犯罪行为的重要特征 。二是增设财产刑，对三种情节的敲诈勒索行为均配置以单处或
者并处罚金刑。三是提高最高法定刑，对于敲诈勒索“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修订前的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 “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
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 ，情节严重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刑法修正案（ 八） 对强迫交易罪修改的重要之处： 一是增设犯罪行为———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
投标、拍卖的； 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的； 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
特定的经营活动的。这三种犯罪行为正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干涉正常市场秩序 ，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等
手段攫取非法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是提高法定刑，增设了“情节特别严重的 ”规定： “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寻衅滋事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又一惯用的犯罪手段 ，修订
前的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列举了四种寻衅滋事行为 ，刑法修正案（ 八） 增设了一款：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
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这不仅在行为模式上
更为广泛，同时法定刑上较之前的“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提高到了“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
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2012 年 3 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犯罪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
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
施。第六十二条规定，
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
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最高人民检
察院、
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规定： “对有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暴力犯
”这些
罪和多发性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以及可能有碍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一般应予逮捕。
规定体现了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
具有重要现实的意义。
四、关于有效控制有组织犯罪的建议
( 一) 有组织犯罪立法专门化、一体化
如果能够像日本那样进行专门立法，将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实体法、程序法以及证据法融为一体，
“跨世纪的刑事立法”是值得追求的［24］。在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有组织犯罪专门立法甚为普遍，这一
立法体例也充分显示了其优越性 ，值得我国借鉴。
有学者指出，在我国设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有利于瓦解攻守同盟，有效打击犯罪； 有利于鼓励证人
出庭，完善打击有组织犯罪证据； 有利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 引入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也是
［25］

履行相应国际义务的需要

。对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类型模式、决策机构、污点

证人的保护制度和惩戒监督机制等 ，有待进一步研究。确立特别自首、污点证人制度，规定可以附条件
不起诉，定罪免处，从轻、减轻处罚，适用假释、缓刑，则大大有利于分化犯罪组织，使其内部猜疑，节约司
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在传统侦查手段之外，必须广泛采用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才能有效打击有组
［26］
织犯罪，包括使用一些秘密的、高技术化的侦查手段，如诱捕侦查、通讯监听、跟踪监控、线人等 。
基于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和现行刑法对禁止令的规定 ，笔者认为，立法可以扩大禁止令的适用范围，
如永久禁止有组织犯罪人从事特定活动 ，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从而避免因其臭味相投而
纠集在一起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 二) 切实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唐代吕温强调宽猛互用，指出“宽则人慢，纠之以猛； 猛则人残，施之以宽 ”。 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又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27］
历史条件下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基本刑事政策 。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
求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严惩有据、宽处有理、宽严适度、不枉不纵。本文认为，以防为主、打防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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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的 ，应当避免两极化的刑事政策。 对有组织犯罪，切实执行“打早打小、
露头就打”的刑事司法政策。要重点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
架等严重暴力犯罪，打击盗窃、抢夺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 。 有学者提出，在刑事政策上
［28］
必须采取“反黑 + 反暴 + 反涉枪涉爆武器”的模式 。此见解甚可赞同。
作为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有组织犯罪中的重要成员 ，通常会起到主犯
的作用，他们收受贿赂，甚至通风报信、徇私枉法，违反了职务廉洁性的要求，严重干扰、破坏了司法秩
序，侵蚀了党和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因此对“保护伞”应当从重处罚。 从重打击涉黑职务犯罪，以信
于民，以政风带民风，意义深远。
( 三) 完善刑罚体系，重视并努力做好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工作，切实减少再犯、累犯
有学者指出： 所有囚犯在宪法上都享有保障其再社会化的请求权。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都高估了刑
法影响人的行为的可能性，
依赖惩罚主义来抑制增长的犯罪率和控制犯罪在整体罪行严重程度上的发展
是无效的。严厉的处罚非但不能防止犯罪，
而且会给应受处罚的人累积起再社会化的障碍，
导致罪因性环
加剧其再犯。对于犯罪率的增长，尽管不断有惩罚主义的呼声，但最好的答案终归是轻缓化的实
境形成，
［29］
践 。这一观点颇有可取之处。应站在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上，以
人道主义改造罪犯，
使之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怀，
保障每人掌握至少一种正当谋生的技能，减少重返社
会的困难，
消除抵触情绪、
反叛心理，
使之更容易开始新的生活。可以借鉴国外关于嗜酒者互诫协会、西纳
农基金会及斯坦顿岛帮助吸毒者戒毒等的成功经验，
成立犯罪人互助协会，通过改造表现良好的犯罪人作
［30］
为教员对服刑人员进行现身说法，这样的教育效果也许会更好 。此外，还应加强犯罪预测方面的研
提高再犯预测水平，
为犯罪人将来出狱后的管理、
预防犯罪和及时侦破奠定基础。
究①，
( 四) 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社会管理创新
政府应提高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质量 ，治庸懒散以改进政风，整合社会资源，群策群力，群防群
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控制不法的私力救济，防止小事变大，力避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案件，更要
防止犯罪组织制造群体性事件或者借机兴风作浪 。加强行业自律、自治，提高其自警、自卫能力。 充分
发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联合会的作用，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常态化，建立长效、联动机制，
防患未然，防止行霸出现。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创新工作机制，减少其不便，尽量满足其合法
正当的需求。
认真总结“打黑除恶”专项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建立跨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建立预警机制，借助行政
严密刑事法网，努力改善社会治安，防微杜渐。 充分发挥侦查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及时修补“破窗 ”，一
旦发现有组织犯罪的苗头，迅速反应，从快依法打击，全力将有组织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认真对待群
众举报，奖励、保护举报人。在确保准确、公正的前提下，提高侦破、起诉、审判的效率，不枉不纵，减少犯
罪黑数，增大其违法犯罪的成本，通过及时打击犯罪减少因犯罪而获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上的快乐 ，提
高处罚的不可避免性，破除其侥幸心理。重视对高危人群的防控，加强对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
的安置、帮教工作，使其能适应社会，防止其交叉感染，重操旧技。 在防止帮会组织复活的同时，还应警
惕境外黑社会势力向内地渗透，防止其引导内地帮会组织成熟、升级。
( 五) 优化社会政策
［31］
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指出，“最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也有学者提出，最好的
［32］
刑事政策……是自觉控制社会控制的艺术 。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壮大，有其深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土

壤。笔者认为，通过经济、教育手段减少边缘人口，是对有组织犯罪釜底抽薪之举。
1． 消灭贫困，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用经济手段减少边缘人口。尽管有组织犯罪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
无止境的，但“金钱不是万恶之源，贫困才是万恶之源 ”，千方百计、竭尽全力消灭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极具现实必要性。应当加快社会经济转型，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承
有巴杰斯（ Burgess） 、
葛鲁克（ Glueck） 、
希德（ Schiedt） 、
欧林（ Ohlin） 的再犯预测法，葛鲁克（ Glueck） 的少年非行早期预测
① 就此而言，
法、
胡雷（ Frey） 的少年累犯预测法等。详见张甘妹： 《犯罪学原论》，
台北汉林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46—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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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改变低端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的战略性转移，摒弃所谓的“低人权优
势”，尽量实现省域、县域经济平衡。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改善创业和投资环境，鼓励乡镇企业发展，予以技术支持和税收减免优惠，从而增加就业机
会，就地解决劳动力问题，从根本上减少流动人口，从而减少留守儿童、新生代农民工，使之感受到父爱、
母爱的温暖，对其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将起到不容小觊的作用 。规范、搞活民间融资，改善民间金融环
境，改善创业环境，解决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的困难，使中低收入家庭有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机
会，使之能够合法地取得“第一桶金”，而不是求富无门。“农村金融是建立现代农业的核心 ”，鼓励发展
私人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村社合作金融，增强农村内生性的发展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村
民自治能力。建立健全信誉机制，建设诚信社会，减少交易成本和浪费，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
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社会治安，满足民众对安全的心理需求。 促进农民市民化，并提高城市化
和工业化的水平和质量。由“体制性拘谨的社会”逐步变革为充满自信和开放活力的社会 。
2． 加强和改进教育，用教育手段减少边缘人口。确保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提高高中和高等教育普及
率。全面提升基础教育的质量，杜绝少年儿童流浪，防止辍学青少年、流浪儿童成为问题少年、边缘人
群。以真正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个人为目标，加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培育，在重视青
少年的文化教育（ 智育） 的同时，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重视青少年的精神卫生与健康，使
之既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又具有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注重培养其仁爱之
心和正直的品格，培养青少年敬畏生命、敬畏法律、劳动光荣的精神并内化为自觉行动。 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加大对高职高专学校的投入，鼓励私人办学，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级技工，使广大学子能够掌握到
一技之长，提高就业竞争力，从而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更加重视心理学教育及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
为做好心理疏导和及时介入奠定基础 ，更为提高全民族的心理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大力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去占领和改造落后的文化荒原 、文化荒漠，用法治
理念与和合文化占领犯罪亚文化的阵地 。
五、结语
有组织犯罪的严重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仅凭严刑峻罚、从重从快打击有组织犯罪，短期效果也许是
显著的，但其后遗症不容低估。运用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手段，铲除犯罪滋生的土壤，从根本上减少
和杜绝包括有组织犯罪在内的一切犯罪 ，其过程无疑是漫长的，虽然不会有立竿见影之效，但舍此之外，
不会有治本之策。学者的使命是，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在多学科的视野下深入研究犯罪
规律及其原因，吸纳新派刑罚理论、社会防卫论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进一步
完善提出有益建议，并推动社会公众的罪刑观念的更新 。
参考文献：
［1］郭自力． 论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特征［J］． 中外法学，
1998，( 2) : 75．
［2］莫洪宪，郭玉川． 有组织犯罪的界定［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0，( 2) : 90．
［3］卢建平． 中国有组织犯罪相关概念特征的重新审视［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9，( 6) : 3．
［4］于志刚． 我国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制裁体系及其完善［J］． 中州学刊，
2010，( 5) : 88．
［5］莫洪宪，张小宁． 中日犯罪组织比较分析———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 VS 日本暴力团［J］． 法学杂志，
2011，( 5) : 60．
［6］莫洪宪，张小宁． 中日有组织犯罪现状比较研究［A］． 刑法论丛［C］． 2009，( 2) : 43 － 44，
60 － 62．
［7］张凌，孟永恒． 北京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分析报告［J］．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1，( 5) : 52．
［8］唐斌． 江西有组织犯罪实证研究［J］．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12，( 1) : 91 － 99．
［9］［28］靳高风． 当前中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特点、类型和发展趋势［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
2011，( 5) : 15 － 20，
20．
科学版) ，
46

莫洪宪: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其对策

［10］莫洪宪． 试论我国大陆有组织犯罪发展阶段［J］．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1，( 3) : 35 － 36．
［11］公安机关侦办涉黑案 1267 起 打掉恶势力 1． 3 万多个［EB / OL］． 公安部网站，http: / / www． mps．
gov． cn / n16 / n1252 / n1687 / n2212 /2042885． html，
2009 － 09 － 01．
［12］［14］［15］顾肖荣，涂龙科． 上海地区有组织犯罪调查报告［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 10) : 95，
101，
97 － 98，
101．
［13］靳高风．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及其犯罪的事实性特征分析———关于 32 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案件的
2004，( 6) : 54．
调研报告［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16］靳高风． 2010 年中国犯罪形势与刑事政策分析［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1，
( 2) : 151．
［17］梅传强，胡江． 我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法完善———兼论对《刑法修正案 ( 八 ) ( 草案 ) 》相
2011，( 2) : 104．
关条款的修改建议［J］． 现代法学，
［18］靳高风，武博． 重庆市涉黑职务犯罪研究报告［J］． 中国检察官，
2011，( 14) : 4 － 5．
［19］孙立平． 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02．
［20］冯军旗． 中县干部［D］．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159．
［21］李锡海． 帮会文化与有组织犯罪［J］． 法学论坛，
2004，( 5) : 21．
［22］西南政法大学课题组． 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长效机制建设研究报告［J］． 现代法学，2010，
( 5) : 180．
［23］赵秉志． 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的构建———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为
2011，( 2) : 128．
切入点［J］． 江海学刊，
［24］刘远． 有组织犯罪概念的刑法哲学分析［J］． 法学家，
2008，( 3) : 17．
［25］宋洋． 有组织犯罪案件中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引入［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 2) : 125 －
126．
［26］万毅． 有组织犯罪及其对策研究［A］． 犯罪学论丛 ( 第 2 卷) ［C］．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373
－ 376．
［27］马克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进［J］． 法学家，
2008，( 5) : 70．
［29］樊文． 犯罪控制的惩罚主义及其效果［J］． 法学研究，
2011，( 3) : 136，
137．
［30］［美］弗兰克 · 戈布尔． 第三思潮: 马斯洛心理学［M］． 吕明，陈红雯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158 － 165．
［31］马克昌． 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229．
［32］白建军． 刑事政策的运作规律［J］． 中外法学，
2004，( 5) : 532．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zed Crime in China and Strategies for It
Mo Hongxian
（ Wuhan University，Research Center of Criminal Law，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At present，the organized crime of China has absolutely large quantity； the chief criminal and principal criminal usually have criminal record of violent crime and almost all of them are marginalized groups； in
most cases，they covered their criminal behaviors with legal appearance，and gained excessive profits by violence and threat； their crimes take on profession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most of them have protective cover． Organized crime has profound social origin． Effective control of organized crime is dependent on exclusive
and integrative legislation for organized crime． Authority should practically carry out criminal policies which are
featured by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perfect punishment system and value the resocialization of criminals，pay
great efforts to 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social security and optimize social policy and reduce marginalized population．
Key words： organized crime； gangdom organization； criminal policy； social policy； marginalized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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