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第 4 期( 总第 138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黑社会性质组织司法认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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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刑法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界定，司法缺乏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质标准，导致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的疑难。为此，应将非法控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摘

其他三个特征围绕着非法控制特征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对内采用非法手段控制
成员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对外针对不特定的人或多数的人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控制一定的区
域或行业获取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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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1997 年刑法首次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规定为犯罪，由于缺乏相关立法经验，立
法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界定 。该罪制定后在适用过程中有泛化的倾向，两高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成立范围争论不休。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进行了界定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
的认定提供了形式的标准，但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界定。《刑法修正案》（ 八） 吸收了黑社会性质
组织的立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进行了修改 ，但仍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实质界定 。由于缺乏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一些司法机关将特定的犯罪或犯罪次数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 ，
以致在部分地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扩大化局面 。在全国大力打击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背景下，从司法的角度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很有意义 。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存在的问题
立法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实质性的界定 ，仅列举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 ，由于缺乏对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准确把握，致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存在诸多问题 。
( 一) 黑社会性质组织被拼凑
立法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界定 ，仅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 ，由于四个特征具有孤立
性，司法机关只要认定犯罪组织实施的各个违法犯罪行为分别符合这四个特征就可将全部违法犯罪行
为串联起来，进而认为犯罪组织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社会性质组织呈现被拼凑的现象 。如在认定以
公司化经营为掩护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时 ，一些司法机关将公司经营结构用于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
构特征，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牟利用于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 ，将保安的职务行为用于证成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暴力手段特征，将违法犯罪次数用于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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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堆砌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 ，它有一个逐渐展现的过程。 犯罪成员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的时间越长，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越多，黑社会性质组织越黑。为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司法机关
就大量收集犯罪成员实施的各种违法犯罪事实用于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案
发前参与的具有暴力性质的民事纠纷 ，已经处理的行政违法行为以及已过追诉时效的刑事违法行为都
被用于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呈现出被堆砌的现象 。
( 三) 黑社会性质组织被扩大化认识
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被拼凑 、被堆砌，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扩大化认识的倾向。 首先，一些一般
犯罪集团或恶势力违法犯罪团伙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其次，实施发放高利贷、非法拘禁、聚众斗
殴、寻衅滋事等行为的犯罪组织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再次，生产经营过程中具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民营企业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最后，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复杂，利益争夺尖锐，为争夺利益不断爆
发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爆发后，在仇官、仇富等心理影响下民众要求严惩凶手 。为维护社会稳定并
严惩肇事者，司法机关便通过简单的拼凑将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作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处理 。
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对违法犯罪行为较为严重的评价方式 ，将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作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处理能够宣泄民众报复心理 ，满足民众对安全感的需求，获取民众认同，这也助推了司法
机关将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作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处理 。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疑难的原因
( 一) 立法没有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不清的根本原因
通说认为，我国现阶段没有真正意义的黑社会 ，只存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但如何界定黑社会性质
的组织，理论界与实务界又聚讼不休。立法为防止疏漏，仅列举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而没有界定黑
社会性质组织。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从经验现象进行归纳虽能获得新知识 ，但由于无法穷尽所有的经验
现象，因而通过归纳获取的知识无法形成规律 ，进而也无法利用该知识很好地指导实践 。在对黑社会性
质组织认识不清的情况下，立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是否穷尽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所有特征值得
怀疑，立法不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概念而仅列举几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必然使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
发生偏差，这也是实践中有些犯罪组织虽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却与民众观念中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相差甚远的重要原因。即使立法规定穷尽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所有特征 ，但这些特征也属于经验现
象。众所周知，现象只能部分表现本质，只有厘清本质才能准确认识现象，通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现象
特征是无法认清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全貌的 。立法没有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认识不清
的根本原因。
(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颠倒使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堆砌
现实中，不可能先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再组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只有当违法犯罪行为显露出黑
社会性质组织特征时，司法才将前述违法犯罪行为视为涉黑违法犯罪 ，并倒推行为人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是颠倒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空洞无物，须以违法犯罪
行为为前提。但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必须以违法犯罪行
为为支撑，在缺乏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及黑社会性质组织核心特征的情况下 ，司法就将犯罪组织成
员以前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都用于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过程 ，并将这些违法犯罪行为都贴上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标签。因此，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关 ，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已
被处理，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并无障碍 ，黑社会性质组织司法认
定倒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堆砌的重要原因 。
( 三) 四个特征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使司法机关以违法犯罪行为拼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用于证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但实务中犯罪组织实施的每一个违法
犯罪行为并不都能同时体现四个特征 ，四个特征通过不同的违法犯罪行为体现。 由于缺乏上位概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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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特征将黑社会性质组织散乱的四个特征进行整合形成证明合一排除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无关的犯
罪，而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某些特征如暴力性或谋取经济利益性等又分别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某些特
征的模糊规定，司法便采用不同的违法犯罪行为来单独证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 ，致使一些具备
黑社会性质组织部分特征的普通违法犯罪行为被用于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
特征缺乏内在逻辑联系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被拼凑的重要原因 。
三、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在立法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概念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的内在逻辑联系作界定的情况
下，刑法理论必须构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以期该核心特征能统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其他特
征，避免司法机关以四个特征拼凑黑社会性质组织 、堆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
心特征，学界存在争议。学理一般将“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作
为黑社会性 质 组 织 的 核 心 特 征。 也 有 学 者 认 为，“称 霸 一 方 是 黑 社 会 性 质 组 织 及 其 犯 罪 的 根 本 特
［1］
点” 。也有学者认为“称霸性并未准确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 用控制性来概括其核心
［2］
特征或者说根本的特征，可能更为可取” 。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核心特征聚讼不休的状况下 ，研究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就尤为重要 。

( 一) 黑社会性质组织核心特征的确立
1． 从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犯罪集团区别的角度来看 ，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
黑社会性质组织属犯罪集团，一般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 但黑社会
性质组织作为严重的集团犯罪与一般犯罪集团又有显著的区别 ，如一般犯罪集团组织结构相对松散 ，黑
社会性质组织结构较为紧密； 一般犯罪集团是为犯罪而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通过对一定的区域
或者行业形成非法控制获取非法利益 。据此，从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犯罪集团的区别看 ，可将非法控
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可以体现在组织结构和犯罪方式两个方面 。 首先，黑社会性质组
织非法控制犯罪成员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 。黑社会性质组织须以稳定的组织结构为前提，稳定的组织
结构需要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控制犯罪成员 。如果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采取非法手段控
制成员，黑社会性质组织就不可能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 ，黑社会性质组织就与一般犯罪集团无异 。黑社
会性质组织采取非法手段控制成员并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后 ，犯罪成员产生罪责分担心理，消解实施犯
罪的恐惧、紧张心理，实施犯罪时相互竞逐，肆无忌惮，从而造成更大的危害结果。稳定的组织结构是黑
社会性质组织社会危害性的内在动力 ，这一动力又来源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成员的非法控制 。其次，非
法控制一定区域或行业获取经济利益 。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犯罪集团的重要区别在于获取经济利益
的途径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在一定区域或行业与政府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相
抗衡，形成非法控制状态获取经济利益 。如果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非法控制一定区域或行业 ，其获取经
济利益的途径与一般犯罪集团就没有区别 ，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从特征上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对内非法控制成员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 ，对外非法控制一定的区域或行业获取经济利
益，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
2． 从黑社会性质组织法益角度来看 ，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
我国刑法规定，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并实施具体危害行为的应数罪并罚 ，换言之，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只处理组织 、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至于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
性质组织后实施的具体违法犯罪行为则由触犯的具体个罪再评价 。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旦形成，犯罪成
员就将利用该犯罪组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非法控制一
定的区域或行业获取非法利益，因此，立法设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主要是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一定区
域或行业形成的非法控制状态。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位于刑法分则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罪
章节中，将非法控制特征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益相契合 。 典型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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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都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非法控制了一定的区域或行业谋取非法经济利益 ，黑社会性质组织作
为黑社会的雏形当然也应具有上述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完全体现在组织实施的违
法犯罪行为，而主要体现在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破坏了国家对该区域或行业
的正常社会管理秩序，给一定区域或行业的人的心理造成恐惧 ，抑制了该区域或行业内的特定行为 。黑
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势力范围 ”，抑制一定区域或行业行为的显见标准就是形成了非法控制状态。 因
此，从法益侵害的角度，应将非法控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
3． 从限制黑社会性质组织范围的角度来看 ，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
实践中，司法是以倒推的形式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将非法控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
征，即使犯罪组织在较长的时间内实施了多种违法犯罪行为 ，只要没有形成非法控制，就不能将实施违
法犯罪行为的犯罪组织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 将非法控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尽管犯罪组
织实施了多种违法犯罪行为，只要犯罪组织没有通过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
制，就不能将实施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的犯罪组织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 同时，将非法控制作为核心特
征，其他三个特征都用于证成非法控制特征 ，这避免了四个特征之间缺乏内在逻辑联系导致的分散证明
的问题，将非涉黑违法犯罪行为排除在黑社会性质组织范围以外 。 因此，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将非法控
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能够防止司法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拼罪和堆砌犯罪 ，能够避免
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缺乏逻辑联系导致的证明分散的问题 ，能够有效防止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扩大
化认识。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一般犯罪集团、恶势力违法犯罪团伙以及群体性事件的组织也有一定的层级
性，实施了一些暴力性行为，并对被害人造成一定的心理恐惧 。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立法规定的模
糊性，犯罪组织的上述三个特征就容易被司法机关借用而被用于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 非法控制特征
是明确、具体的，犯罪组织是否非法控制一定的区域 、行业有客观存在的事实可以证明 ，它难以借用其他
特征来认定。不管司法机关用多少违法犯罪事实拼凑 、堆砌犯罪组织，只要犯罪组织没有非法控制一定
的区域或行业，犯罪组织都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因此，从立法的角度来看，为防止黑社会性质组织部
分特征的模糊性规定被借用于扩大化认识黑社会性质组织 ，司法有必要将明确、具体的非法控制特征作
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综上，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
征。违法犯罪的次数，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结果 ，且它也无法将一般犯罪
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区分。称霸一方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一定区域或行业的结果 ，黑社会
性质组织非法控制一定的区域或行业就必然称霸一方 ，且称霸一方的主观性太强，将称霸一方作为黑社
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容易导致司法滥权 。虽然立法将“非法控制 ”与“重大影响 ”并列为黑社会性质
组织的特征，但重大影响的认定主观性较强，容易导致司法滥权。违法犯罪行为造成重大影响不一定就
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了非法控制 ，且任何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如故意杀人或组织群体性事件都具
有较大的影响，将重大影响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这些行为都可能被用于证成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导致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借用于拔高处罚犯罪 ，使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泛化。 实际上，在一定
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也造成了重大影响 ，重大影响是非法控制状态的一种较为常见的表现方式 。
为防止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门不正当处置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行为或群体性事件 ，不应将重大影响认
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行为特征只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要条件之一，最终能否认
［3］

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还要结合危害性特征即是否形成非法控制来加以判断。” 因此，非法控制应是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 二) 非法控制的特征
1． 以暴力、威胁为内容。
从控制手段上看，黑社会性质组织无法通过政治手段形成非法控制 ，否则，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就
上升为政治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也无法通过经济手段非法控制 ，因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虽然可能形成
垄断，但造成垄断的方式不可能是经济手段 。同样，黑社会性质组织也不可能通过文化手段形成非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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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打破国家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只能采取暴力 、威胁手段。 从实现方式看，黑
社会性质组织之所以能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 ，主要是侵犯了社会治安秩序，让民众对该组织
产生恐惧、害怕的心理。只有以暴力、威胁作为非法控制手段才能使民众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对社会治
安秩序造成侵犯。从社会危害性看，只有以暴力、威胁作为非法控制的手段才能突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对
公共管理秩序造成破坏，反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社会危害性。“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的犯罪手段都是
暴力性的，即实施暴力、威胁或者以暴力、威胁为后盾。暴力手段不仅是其发家的途径，也是其不断发展
［4］
壮大的必要保证。” 因此，非法控制应以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为内容 。 其他方法也应以暴力或暴力
相威胁为内容。“不管黑社会性质组织如何变换手法 ，其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始终是以暴力 、威胁为

基础，以干扰、破坏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为目的。在分析某种具体情形是否是属于其他手段时 ，应当
［5］
紧扣以上两点。”
［6］
有研究认为，非法控制的手段有暴力手段、保护伞和群体性事件等 。我们认为，保护伞不是非法
控制的手段。因为保护伞虽有助于获取非法利益 ，但犯罪组织要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 ，还需

实施以暴力、威胁为内容的危害行为，否则，该组织就不能对民众心理形成压制。 犯罪组织形成非法控
制状态后可能寻求保护伞，但造成非法控制状态的手段不可能是保护伞 。另外，利用群体性事件形成非
法控制也应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为前提 ，群体性事件只有以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 ，才能对社会造成心理恐
惧，达到非法控制的目的。况且，群体性事件中，民众是主张合法的诉求还是非法的诉求还不能一概而
定，我国当前社会背景下，相当一部分群体性事件是民众的合法合理诉求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满足的前
提下才爆发的，直接以群体性事件作为非法控制的手段有失片面 。因此，如果犯罪组织形成的非法控制
状态不是通过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手段实现的 ，就不应将该非法控制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核心特征
的非法控制。
2． 非法控制的暴力、威胁应针对不特定或多数的人。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对公共管理秩序的侵犯 ，危害行为必须针对不特定或多数的人。 只有针对不特
定或者多数的人，暴力违法犯罪行为才具有扩展性 、延伸性，民众才担心违法犯罪行为会随时降临而心
生恐惧，并抑制自己的行为，从而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非法控制状态 。针对事出有因的纠纷或仅针对
特定对象的违法犯罪行为，危害行为不具有扩散性，实施危害行为的犯罪组织就不可能在一定区域或行
业形成非法控制。因此，实施暴力、威胁的违法犯罪行为不等于就形成了非法控制 ，非法控制的形成须
以暴力、威胁行为针对不特定或多数的人为前提 。
3． 非法控制必须具有客观性。
对非法控制应采取客观标准还是主观标准 ，我国刑法理论现尚未进行深入的讨论。 一些司法实践
部门采取主观说，主张只要违法犯罪行为对一定区域或者行业的人造成心理恐惧 、心理压制就形成了非
法控制状态。为保证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准确 ，我们认为，非法控制的认定应采取客观标准，亦即只有
违法犯罪行为客观上抑制了其他类似行为才能认定犯罪组织形成了非法控制状态 。
首先，采用客观标准可防止以主观偏见定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大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 ，各方当
事人之间存在一些或多或少的利益关系 ，采取主观标准认定非法控制，一些当事人可能出于嫉妒、仇恨
等心理，违背事实虚假陈述，将没有形成非法控制的犯罪组织说成已形成非法控制 ，使非法控制的认定
不取决于客观事实，而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其次，采用客观标准可防止黑社会性质组织被扩大化
认识。司法实践中，很多司法机关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只收集犯罪成员实施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
只要实施了多种违法犯罪行为就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了非法控制 。为防止黑社会性质组织被扩大
化认识，有必要以客观标准认定非法控制 ，只有违法犯罪行为抑制了一定区域或行业的相关行为才能认
定形成了非法控制。再次，采用客观标准可防止司法权被滥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告人具有
沉默权，被告人必须如实陈述。如果采取主观标准，司法人员为达到认定非法控制的目的，可能滥用权
力强迫被告人或证人描述犯罪目的 、犯罪后果等，通过被告人口供或证人证言证明违法犯罪行为已达到
非法控制的程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彻底排除刑讯逼供的证据 ，没有要求被告人不能自证其罪的
情况下，必须从实体法上构建保证非法控制认定的客观条件 ，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采用客观标准判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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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控制。因此，为确保非法控制认定客观及防止刑讯逼供 ，只有违法犯罪行为客观上抑制了一定区域或
者行业才能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了非法控制 。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方法
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 ，运用该核心特征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
( 一) 具有非法控制的目的
只有具有非法控制的目的，犯罪组织才会与国家的公共管理秩序相抗衡 ，并非法控制一定的区域或
行业谋取经济利益。例如，一些沙石船老板采取暴力、威胁等方法将其他沙石船赶走，意图非法控制该
流域的沙石采集市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 。因此，如果实施暴力没有非法控制的目的 ，就不能将危害行为
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最多只能视为一般违法犯罪行为 。判断犯罪组织是否具有非法控制目的 ，应
判断犯罪组织是否为获取经济利益针对与其有利益关系的不特定的人或多数的人使用了暴力 。因为针
对与自己有经济利益关系的不特定或多数的人实施暴力 ，犯罪组织必然是为了非法控制该区域或行业
获取经济利益。
( 二) 非法控制成员，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结构
稳定的组织结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前提条件 ，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非法手段，如订立帮规帮
约、暴力威胁或者金钱、美色等手段控制犯罪成员使犯罪组织形成领导层级明显 、组织结构稳定、人员众
多的紧密共同体。如若不以非法手段控制黑社会性质成员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内部结构就无法区别于
一般犯罪集团的内部结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社会危害性也无法凸显 。
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成员的手段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 第一，非法控制手段必须有具体
的控制行为。非法控制必须是采取具体的手段控制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没有具体的非法控制行为
不可能形成非法控制状态。因此，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成员手段时不能简单地以具有层级性
的称谓认定非法控制，如不能仅以“老大”、“大哥 ”等称谓认定非法控制，否则，会导致司法机关借用非
法控制的形式性特征认定非法控制 。
第二，非法控制手段必须足以控制犯罪成员 。认定非法控制手段时必须严格掌握控制手段是否客
观上能够非法控制犯罪成员，即使犯罪组织采取了一些非法控制手段 ，如果该控制手段不足以控制犯罪
组织成员或犯罪成员没受该手段控制就不能认为犯罪组织对犯罪成员形成了非法控制 。 有学者认为，
［6］
“以家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管理是当前涉黑组织维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 。”
当前，一些具有违法犯
罪事实的民营企业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虽然一些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但家规对控制家族成员组

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是相当软弱的 。将家规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手段将使司法机关利用家
族成员的层级性特点、家族企业谋取经济利益的特点以及亲属间的“控制性 ”特点将家族企业认定为黑
社会性质组织，导致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严重泛化 。即使将家规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的手
段，也必须以家规以外的其他手段作补充 ，诸如禁止企业利润分红、断绝亲属关系等。其次，必须严格区
分公司管理制度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管理制度之间的界限 ，不能以公司部分管理人员涉嫌违法犯罪就将
公司管理制度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管理制度 。 公司管理制度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管理制度的界限在
于，公司是否利用管理制度组织员工实施涉黑违法犯罪行为 。如果是，公司管理制度则是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管理制度，反之，则否。片面地以公司部分管理人员涉黑就认定公司管理制度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管
理制度将导致公司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被视为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谋利 ，从而使合法财产被作为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资产被追缴。
( 三) 对一定的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获取非法经济利益
黑社会性质组织除对内采取非法手段控制犯罪成员形成了稳定的组织结构外 ，对外黑社会性质组
织还必须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对一定的区域或行业形成了非法控制以谋取非法经济利益 。
1． 暴力行为非法控制了一定的区域或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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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犯罪集团的重要区别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了一定的区域或行业。
如果犯罪组织没有通过暴力行为对一定区域或行业的相关行为形成压制 ，阻止了类似行为发生，该犯罪
组织就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是区分一般违法犯罪行为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要标准 。
因此，证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必须紧密围绕非法控制状态 ，如果违法犯罪行为与非法控制状态有关，
该违法犯罪行为就属于涉黑违法犯罪行为 ； 如果违法犯罪行为与非法控制状态无关 ，该违法犯罪行为就
属于普通违法犯罪行为。
2． 从非法控制一定区域或行业状态中获取经济利益 。
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一定区域或行业的目的是为了从垄断状态中获取经济利益 ，如果犯罪组
织不是通过非法控制状态获取经济利益 ，该犯罪组织就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而是普通犯罪组织。 是否
从非法控制状态中获取经济利益也是区别一般犯罪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标准 。如不能将对借
贷人实施了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行为的发放高利贷的犯罪组织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因
为犯罪组织不是通过非法控制借贷市场获取经济利益而是直接通过违法犯罪行为获取的 ，这不符合黑
社会性质组织获取经济利益方式的特征 。
五、结语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对之应严厉惩罚。 但由于我国刑法仅规定了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特征，没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作界定，也没有厘清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以致司法认
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产生诸多弊端 。当下，司法机关可通过颁布司法解释的形式或颁布指导性案例确
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以统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 ，避免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的泛化。
在立法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概念作准确的界定 ，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黑社会性质组织
认定的泛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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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dentifying of Mafia-styled Organization
Li Lin
（ Law School，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identify of Mafia-styled organization in the criminal law，and the lack of essential standards of Mafia-styled organization，it results in many questions of identifying Mafia-styled organization．
So we should take illegal controlling 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afia-styled organization along with the other characters to prove the crime of Mafia-styled． Mafia-styled organization illegally controls the members to form
a steady structure，and controls certain regions and trades to obtain illegal interests by inhibiting related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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