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东方市公安局成
功打掉以欧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
团伙，该团伙长期在东方市笼络
宗族势力逞强欺弱、强占村民财
产，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
产带来严重危害，造成较为恶劣
的社会影响，目前抓获犯罪嫌疑
人3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起。

43
2018 年 1 月，临高县公安

局成功打掉以符某为首的恶势
力犯罪团伙，该团伙长期在临
高县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他人、非法高利放贷
等违法犯罪活动，目前抓获犯
罪嫌疑人10名，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10起。

2018 年 1 月，澄迈县公安
局成功打掉以王某为首的恶势
力犯罪团伙，该团伙长期在澄
迈县实施开设赌场、非法拘禁、
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目
前抓获犯罪嫌疑人 5 名，破获
故意毁坏财物、非法拘禁等案
件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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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恶势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
毒瘤，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疾，必
须坚决依法予以打击。为切实保障广
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精神，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现就
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相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
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
动。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

3月1日，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
己罪行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在此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
继续为非作恶的，将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人员充当

“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将坚
决依法依纪查处，不管涉及谁，都要一
查到底、绝不姑息。

二、黑恶势力犯罪人员的亲友应
当积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首，经亲友
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
后将犯罪人员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
投案。窝藏、包庇黑恶势力犯罪人员
或者帮助洗钱、毁灭、伪造证据以及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
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黑恶势力犯罪
人员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并
经查证属实，以及提供侦破其他案件
的重要线索并经查证属实，或者协助
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可
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
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黑恶势力犯罪人员积极配合侦
查、起诉、审判工作，在查明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者、领导者
的地位作用，组织实施的重大犯罪事
实，追缴、没收赃款赃物，打击“保护
伞”等方面提供重要线索和证据，经查

证属实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
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全国政法战线要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
下，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势，
推动各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形成
工作合力。要以“零容忍”态度，坚决依
法从严惩治，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重拳
出击，侦办一批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
恶案件，整治一批涉黑涉恶重点地区，
惩治一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分子，确
保在春节前后取得积极成效，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奠定坚实基础，不断增
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
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
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和

“村霸”等突出问题，对在打击黑恶势力
违法犯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深
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中发挥重要作用
的，予以奖励。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
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

全 国 扫 黑 除 恶 举 报 网 站 ：
www.12389.gov.cn；举报信箱：北京
市邮政 19001 号信箱；举报电话：
010-12389。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18年2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陈炜森 田和新）记者在今
天召开的海南省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截至2月27日，全省已摸
排出了一批有价值的涉黑涉恶犯罪线
索，打掉了一批涉恶团伙，破获了一批
刑事案件，抓获了一批犯罪嫌疑人，并
缴获枪支，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
一批。

据了解，今年2月5日，我省召开

了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电
视电话会议。会后，省公安厅迅速召
开会议，在全省公安机关启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要求全省公安机关举全
警之力，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
施，出重拳、用重典，坚持依法打击，坚
持除恶务尽，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这场攻坚战。至2月9日，各市、
县陆续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
署会，成立领导小组，制定行动方案；
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启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高规格组建工作专班，高标准制
定行动方案，高规格动员部署，营造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浓厚氛围。2月
12日至13日，省公安厅举办了全省
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业务培训班，并印
制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
合下发的《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的通告》5万份，下发市县
公安机关。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在社区、村庄、
主干道、人流密集区域悬挂宣传横幅，

印制、张贴《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的通告》10万余份，并结
合LED电子屏、短信群发、广播电视
等途径，让扫黑除恶标语随处可见、全
民知晓。全省公安机关主动出击，对
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积极开展集中抓捕
收网行动，打击涉黑涉恶犯罪取得了
初步战果，实现了确保春节前后取得
初步成效、营造安定祥和节日气氛的
既定目标。

省公安厅扫黑除恶专项办有关负

责人表示，扫黑除恶工作离不开人民
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希望广大人民群
众积极行动起来，积极举报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对于举报人
的信息将予以保密。省公安厅正在起
草扫黑除恶群众举报奖励办法，对积
极向公安机关提供、举报重要线索，公
安机关据其所提供的情况和举报的线
索查破涉黑涉恶案件、抓获涉黑涉恶
犯罪嫌疑人的，将对举报人给予适当
的物质奖励。

省公安厅公布4起扫黑除恶典型案件
举报方式公布 将对举报人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举报电话：0898-12389
举报信箱：海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办公室（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
华区滨涯路9号海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
邮政编码：570311）
举报邮箱：hnsshceb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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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海口市公安局

美兰分局成功打掉以邹某为首的
恶势力犯罪团伙，该团伙长期在
美兰区实施暴力追债、帮人看场、
收取保护费、非法高利放贷等违
法犯罪活动，目前抓获犯罪嫌疑
人4名，破获故意毁坏财物、敲诈
勒索等案件5起。

1 举报方式

制图/王凤龙
本报洋浦2月28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叶燕菁）洋浦经济开发区近日出台相关办法，规范
开发区建筑工程施工承发包活动，有效遏制违法
发包、转包、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造成的欠薪问
题，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和建设工程主要参与方的
合法权益。

据悉，此次出台的办法一共十三条，明确规
定了监督管理部门和欠薪清偿责任单位，相对
以往责任不明的情况，该办法将更好地认定欠
薪责任，如，欠薪发生时由招用农民工的企业
承担清偿拖欠农民工工资责任，建设单位或施
工总承包企业未及时划拨工程款，导致承包方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
企业承担清偿责任。在农民工工资支付方面，
则实行专户管理，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工资。

该办法还规定，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数
额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企业，将责令停业整
顿、降低或取消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直至吊销营
业执照。对于因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等行
为引起的欠薪问题，将记入单位或个人信用档
案，同时向社会公布。

此外，对于连续拖欠工人工资2个月以上
或者累计拖欠达3个月以上的，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将实施重点监察，并依法作出行政
处罚。

洋浦出台相关办法

农民工工资支付
实行专户管理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 （记者周晓梦）记者
从省生态环境保护厅获悉，今年6月底前我省
将全部完成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

“三区”划定，以规范养殖业环境管理，推进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

加大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是实施水污染防治
行动和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目前，我省已制定实施《海南省畜禽养殖区划分与
管理指导意见》，全省已划定畜禽禁养区282个，
面积17136平方公里。

据了解，为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业发展布局
和生产行为，今年我省还将全面整治禁养区内规
模化畜禽养殖场，年底前完成依法关闭或搬迁；加
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监管，基本实现达标排放或
资源化利用。

我省规范
养殖业环境管理
今年6月底前完成畜禽养殖禁养区、
限养区、适养区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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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观点

■ 王传涛

最近，微博网友“廖师傅廖师傅”
自述了被大数据“杀熟”的经历。他经
常通过某旅行服务网站订某个特定酒
店的房间，长年价格在380元到400元
左右。偶然一次，通过前台他了解到，
淡季的价格在300元上下。他用朋友
的账号查询后发现，果然是300元；但
用自己的账号去查，还是380元。（2月
28日《科技日报》）

大数据“杀熟”，说白了，就是“看
人下菜”。不过，与传统“看人下菜”不
同的是，相关电商平台用同样的菜，标
出了不一样的价格。当这样的真相大
白于天下，网友们才发现，被“杀熟”的
现象在这个轻而易举就能用大数据分
析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的当
下，早已是普遍现象。

大数据是工具，工具本身是无罪
的。但是，到了商家那里，利用大数据
分析出来的结果，对不同的消费者提
供不同的价格，明显违背了起码的市
场公平原则。无论是旅游APP、打车
APP，还是购物APP，都应该遵守起码
的公平原则，童叟无欺，杜绝价格歧

视。但是，如果没有强硬的规则约束，
在唯利是图的资本面前，童叟无欺、价
格公平就很容易成为传说。

价格不公，只是大数据分析结果
之罪的一种。在网上，网友们曝光出
了更多的内幕。比如，如果大数据发
现消费者在购物平台上的投诉较少，
那么，商家们会选择一些残次品发货，
对投诉较多的、喜欢打差评的消费者，
就必须要用好一些的商品；再比如，许
多实体店的打折优惠已经到了二三
折，团购APP上的价格却仍然显示半
价……

大数据固然是无罪的，但是如果
规则阙如，商家利用大数据行不轨之
事是必然的。造成“了解我的人，伤
我却是最深”的局面，既伤了利益，又
伤了感情。应该说，在大数据大发
展、大运用的当下，必然会让大数据
恶魔的一面暴露出来，在电商业务如
此发达的今天，这样的问题迟早会曝
光出来。

有关部门必须站出来回应消费
者的质疑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市场的公平正义和井然有序；
及时查处这种用大数据“杀熟”的现
象，尽快制定约束这种现象的规则，
尤其包括大数据等技术工具的使用
规则。

大数据“杀熟”：技术之罪需要规则规避

■ 张成林

民宿，是乡村旅游的重要补充。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我省乡村民宿约有
400家、客房1600间。整体而言，我省
民宿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整体规划、
建设标准和行业规范等方面不够完善，
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此次出台的《海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
指导意见》，对乡村民宿的类别、规划布
局以及建筑风格等作出了指导要求，可
有效推动乡村民宿规范有序发展。

作为旅游六要素的重要一环，民
宿是旅游发展的产物，与乡村旅游有
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然而，当前，我省
乡村旅游遍地开花，全域旅游发展迅
速，而民宿发展却明显滞后，存在着规
模较小、风格单一、经营分散等诸多问
题，与“全省处处是风景”的旅游发展
格局不相匹配。对比来看，内地乡村
旅游发达地区，民宿业同样独具一格，
并与乡村旅游相互增色。可见，乡村
民宿是我们亟待补齐的短板。

就当前来看，发展乡村民宿意义
不止于助力旅游发展。作为乡村新兴
业态，民宿发展可有效拓宽农民增收
路径，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便可实现

就业。同时，民宿能否脱颖而出，关键
在服务质量，也就是说，民宿发展可有
效提升村民服务意识和经营意识。此
外，就“候鸟”人群而言，众多民宿犹如
一个个“鸟巢”，让“候鸟”们无需买房
便可享受海南独特风情，这对推动房
地产业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建设乡村民宿示范点，积极推动
乡村民宿发展，正是我们建设美丽乡
村、发展乡村旅游需要努力的方向所
在。不过，民宿建设与普通民房大相
径庭，涉及到安全消防、生态环保、居
住体验等诸多较专业的因素，而当前
乡村民宿多由村民自主经营，在专业
素质缺乏的情况下，乡村民宿的基本

要件尚难保障，更不要说独具特色的
民宿风格、别致舒适的居住体验了，其
结果难免导致各类民宿的良莠不齐。

所以说，用乡村民宿增色美丽乡
村，必须推动乡村民宿规范发展。其
一，引导经营者规范经营。这是最基本
的要求，但也是乡村民宿问题多发的地
方。管理部门要在服务设施、治安消
防、服务质量、食品安全等方面作出具
体要求，引导经营者对标规范经营。其
二，做好规划、评估，避免盲目乱建。缺
乏有效管控，乡村民宿往往这也建、那
也建，结果导致门前冷落，资源浪费。
乡村民宿并非各地都适宜，只有依托优
质乡村旅游资源，才能形成良性互动。

其三，突出风格、特色，万不可千篇一
律。民宿的生命力重在“小而精”，要引
导经营者结合当地自然风光、风土人情
做出特色，做出精品。

用精致的民宿，留住过往的游客，
领略浓浓的乡愁。这是我省美丽乡村
建设、全域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内
涵。当前，我省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
乡村民宿发展开始驶入快车道。我们
期待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能够抓住机
遇，积极参与到乡村民宿建设中；期待
各方经营者在相关部门的引导下，立
足海南独特的风土人情，做出更多精
品民宿、特色民宿，从而为美丽乡村建
设、全域旅游发展作出贡献。

用特色民宿点亮美丽乡村 “老饭桌”乾坤大
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街道地处广州的老城区，

当地老年人口占比已近20%。春节过后，记者在
这里采访时发现，街道的“长者公益食堂”深受老
年居民欢迎，仅一天就有200多人电话订餐或上
门就餐。“老饭桌”办得红火，老人家吃得熨帖。

像这样的“长者公益食堂”，经过几年发展，已
经全面覆盖了广州800多个街道、村居。它由政
府搭台，由企业或社会组织参与运营，还有不少热
心市民活跃其间，捐款捐物、出人出力，能够让老
人们吃得省钱、可口、舒心。

“民以食为天”，吃得好不好、营养够不够对于
老年人延年益寿则尤为重要。许多老年人过去为
全家人吃饱吃好张罗了一辈子，现在已经没有精
力买菜下厨。伙食开销对他们来说，也是不菲的
负担。而“长者公益食堂”在“有人做饭”和“省钱
做饭”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仅老人的伙食成本
就比入住养老院至少节约了七成，值得肯定。

但是，任何探索创新都不会一帆风顺，其中也
会有波折起伏，一些地方的“老饭桌”就曾出现过

“叫好叫座却叫穷”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它既
要把服务老人、不图厚利的公益属性放在首位，又
要充分对接完全由市场配置的上游资源——米面
肉鱼菜油盐都得随行就市，否则就是“无米之炊”。

据国家老龄办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
我国老龄化程度已达 17.3%，建立符合中国国情
的养老服务体系任重道远。像“长者公益食堂”这
样的养老项目若要长远发展，避免艰难前行甚至
昙花一现，就需要充分尊重经济规律，要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此，政府除了通过
财政补贴来购买社会服务之外，也可以通过调节
税收、房租、水电气费用来降低养老成本，通过发
放养老消费券等方式实现精准养老，从而避免它
们“赢了面子，蚀了里子”，难以为继。

“老饭桌”本质上属于居家养老，既符合中国
人的文化心理，又节约了全社会的养老成本，是具
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

“中国式养老”要立足中国国情，尊重经济规
律，从实际出发，通过公益和市场的双轮驱动，开
辟出广阔天地，努力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理想境界。 （毛一竹、赖雨晨）

明明卖的是潮款T恤，却有买
家评价为“好抽正品”；在一款美瞳
伴侣盒网页的下方，竟有不少网友
问“这个多少度”“有无异物感”；一
把沙漠之鹰玩具枪售价达1880元
……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在网络
电商平台上，不少人利用“暗语”搜
索买卖香烟、美瞳、仿真枪等禁限售
商品，试图绕过平台监管。

利用“暗语”购买禁限售商品，
不仅安全风险高，消费者权益也难
以得到保障。互联网并非法外之

地，这一行为不仅仅扰乱了市场秩
序，还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一
大隐患，甚至触犯法律。网络电商
平台不应成为禁限售商品的流通之
地，有关平台和相关部门有必要进
行严厉打击。这正是：

网络私售禁限品，
暗语当道乱假真；
逾规之举危害大，
监管从严莫逡巡。

（图/王铎 文/邓瑜）

严打网售禁限品

作百般新曲
唱千年词章

一提诗词吟唱，我们容易想起白须
长袍的宿儒，用抑扬顿挫的古调吟咏古
诗，雅则雅矣，却让习惯快餐文化的今
人敬而远之。而央视新近推出的大型
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不但把古诗
词唱出厚重的文化情感，也注入了磅
礴的现代风范。节目中古诗词联翩而
来，喷珠溅玉；学者、明星、主持人绝活
迭出，回清倒影，让观者听者心魂俱
醉。难怪开播次日就拿下豆瓣9.4的
高分。

这让我们恍然：现代传播并非国学
天敌，反而能让古典文化插上更有力的
翅膀，让更多人分享。人们曾经忧虑的
国学传承之难，仿佛一触即溃。在众多
文化人、媒体人、文艺人的共同努力下，
有《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经典咏
流传》等精品节目的纷纷加持，哀叹或
可稍缓，先人远香，而今仍酣。

国学的意义，在于“传承的价值
观”“文化基因”以及“独特标识”。《经
典咏流传》再一次告诉我们，传统文化
本身就有无穷魅力，今人只差一个爱
上的机缘。 （李泓冰）

（摘编自2月28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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