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通报6起涉黑涉恶案件

屯昌县郭某涉黑犯罪组织案件
今年3月，省公安厅、屯昌县公安局组成联合专案组，成功打掉了以郭某为首的涉黑犯罪

组织。该组织长期盘踞在屯昌县城地区为非作恶、称霸一方，涉嫌在建筑工程、矿产资源领域
强揽工程，在椰子批发市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对正常经营的手机、家具等商铺强拿硬要，对
非法经营的娱乐场所收取“保护费”，长期秘密经营、开设赌场，并充当“地下出警队”，插手民间
纠纷、暴力讨债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共抓获该案犯罪嫌疑人40名，破获各类刑
事案件48起，缴获枪支5支，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金150万余元。

临高符某涉黑犯罪组织案件
今年2月成功打掉了以符某为首的涉黑犯罪组织。该组织长期盘踞在临高县加来地区为

非作恶、称霸一方，涉嫌开设赌场、高利放贷、暴力讨债、强揽工程、非法收取“保护费”、抢占宅
基地及打砸商铺、非法垄断瓜菜纸箱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共抓获该案犯罪嫌疑
人45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3起，缴获枪支1支，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金82万余元。

文昌李某某、韩某某涉黑犯罪组织案件
今年4月，成功打掉了以李某某、韩某某为首的涉黑犯罪组织。该组织长期盘踞在文昌市铺

前地区为非作恶、称霸一方，涉嫌暴力追债、敲诈勒索、故意损毁财物、故意伤害、开设赌场、非法
采矿、非法控制收鱼市场、混凝土和土方市场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共抓获该案犯
罪嫌疑人37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0起，缴获枪支2支，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金70万余元。

海口刘某某涉恶犯罪团伙案件
今年5月，海口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了以刘某某为首的涉恶犯罪团伙。该团伙以“套路贷”

方式造成被害人违约，并组织团伙成员对被害人进行恐吓、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等暴力手段进
行催债。公安机关抓获该案犯罪嫌疑人11人，破获涉嫌故意伤害、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诈骗
等案件7起。

五指山“烟酒帮”涉黑犯罪组织案件
今年6月成功打掉了以陈某某为首的“烟酒帮”涉黑犯罪组织。该组织长期盘踞在五指山

市区为非作恶，称霸一方，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开设赌场、高利放贷、贩卖毒品、
容留卖淫、非法收取“保护费”、垄断一次性碗筷、烟花炮竹市场、充当“地下出警队”，插手民间
纠纷、债务纠纷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共抓获该案犯罪嫌疑人40名，破获各类刑
事案件35起，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金181万余元。

海口甘某涉黑犯罪组织案件
今年8月，海口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了以甘某为首的涉黑犯罪组织。该组织通过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手段，插手海口市江东地区工程项目建设，干扰征地
和工程施工，以此获取巨额非法收益，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截至目前，公
安机关共抓获该案犯罪嫌疑人58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0起，缴获枪支2支，冻结、扣押涉案
资金200万余元。

扫黑除恶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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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荣获全球首批
“国际湿地城市”称号

◀上接A01版
近年来，海口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将湿地保护与恢复作为建设人民幸福
家园的民生工程、构筑海口绿色基础设施的百年
大计、维护美丽海口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永葆
国际化滨江滨海花园城市活力的基础条件。

代表海口接受国际湿地城市授牌的海口市副
市长文斌表示，海口将以此为契机，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
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面提升
海口湿地保护和恢复水平，扎实有效推进海口生
态文明建设，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积极贡
献海口力量。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王坤）10月25日，我省召开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通报称，截至

10月18日，全省公安机关共打掉涉
黑涉恶犯罪团伙78个，其中涉黑犯罪
团伙5个，恶势力犯罪集团38个，恶
势力犯罪团伙35个。抓获犯罪嫌疑
人787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79起，
缴获各类枪支34支，扣押、冻结涉案
资金人民币1243万余元。

据通报，通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我省社会治安形势进一步转好。
今年1月至9月，全省公安机关共立刑
事案件23807起，同比下降5.86%；立
现行命案63起（已全部破获），同比下降
21%；立涉枪案件56起（已全部破获），
同比下降24.32%；立八类严重暴力犯

罪案件1241起，同比下降5.63%。省
公安厅刑事警察总队先后挂牌督办了
6起涉黑涉恶案件，并逐一侦破。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推
进专项斗争中，我省公安机关将边扫
黑除恶“打伞”，边整风肃纪强警，加快
建立公安队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长效机制。将进
一步加大队伍内部管理，坚决查处黑
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同时，欢迎社
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踊跃检举
揭发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线索及其

“保护伞”，继续支持与参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

本报牙叉10月25日电（记者
曾毓慧）又到一年山兰稻飘香时。今
天下午，对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
青松村的1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来说，这是一个好日子——在省农科
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牵线协调下，
海南恒达伟实业有限公司一行专程
赶赴青松村签约交付10万元订金，
认购5万公斤山兰稻。

“这么好的生态环境，种出来的
山兰稻都是原生态粮食，品质没得
挑！”山坡上、梯田间，一串串金黄色
的稻穗压弯了稻杆，看着金秋好收成
在即，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副所
长王效宁显得信心十足。据介绍，作
为黎族山地旱稻，山兰稻十分适合青

松山区的土壤和气候，再加上品质
好、营养足、口感佳，近年来越来越受
到市场“青睐”，价格也持续走俏。

青松村驻村第一书记陈立斌介
绍，最初青松村山兰稻种植规模仅
有四五百亩，产业不成规模；同时，
由于缺乏科学管理，产量不上去，市
场销路也较为平淡。近年来，在省
农科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务实
帮扶下，青松村的山兰稻种植规模
逐年递增，截至今年增至1750亩，
除原有的山兰红、山兰糯、山兰香、
山兰黑糯等6个品种外，今年首次
试种的300亩山栏陆1号高产品种
也迎来了收获。

“前两年，我们种植的山兰稻亩

产约为120公斤，真没想到，今年这
个高产品种的产量几乎翻了一番！”
捧着挂穗累累的山兰稻，贫困村民张
光明难掩内心激动。据悉，他今年种
植了7.4亩山栏陆1号高产品种，每
公斤收购价为14元，仅此一项，今年
大约能入账2.3万元，脱贫致富成效
喜人。

王效宁介绍，目前青松乡山兰稻
种植面积约有4000亩，其中青松村
约占1750亩，预计该村今年产量将
近20万公斤。按照规划，未来一两
年，省农科院粮作所将继续在青松乡
推广山栏陆1号高产品种至上千亩，
以帮扶当地更多的贫困户及农户实
现增产又增收。

青松兴民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林优坚介绍，此次签约的5万公斤
订单优先向青松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收购，每公斤收购价为14元。

“这只是长远合作的一个开始。”
海南恒达伟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艺伟介绍，未来，将依托青松黎苗少
数民族文化，将山兰稻包装成特色旅
游产品，有效提升品牌效益，进一步
延伸山兰稻的产业链条，山兰稻产业
的前景十分看好。

当天，在简短的签约仪式结束
后，省农科院还发动党员干部积极参
与青松村爱心消费扶贫活动，当场订
购了山兰稻、五脚猪、山鸡等扶贫农
产品，订单总金额达到7.8万元。

《中国沉香产业景气指数
调查报告》海口发布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陈卓斌 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柳莺 通讯员陈碧琪）25日，
2018首届海南国际香业展览会（以下简称海香
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泰国、印度等
国家及广东、广西、四川等全国13个省市近400
家相关企业参展。

据介绍，海香会是涵盖香产业链全品类的专
业展会，展览面积约2.4万平方米，展品除涵盖
沉、檀、龙、麝四大名香外，还包含了香类工艺品、
食用香料、日化香品、茶香、咖啡、芳香芳疗等。

会上还发布了《中国沉香产业景气指数调查
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作为中国沉香
系列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指数旨在客观反映
中国沉香产业发展现状，为沉香产业发展策略提
供有效参考。《报告》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澄迈县
政府联合编制并发布，从行业预期、原料供给、生
产经营、市场表现、融资情况、品牌经营等6个一
级指标以及15个细分指标，对我国沉香产业进行
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量化评估。

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总经理杨苜
表示，希望《报告》的发布能够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助推行业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提振中国沉香产业
发展信心，促进产业平稳发展，让经营有所依，让
消费有所靠。

本报八所10月25日电（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麦凤完 汤思辉）眼
下，又是一年山兰稻丰收的季节，在
东方市江边乡江边营村的一处坡地
上，金灿灿的山兰稻随风摇曳，一颗
颗成熟、饱满的谷粒将谷穗压弯了
腰，村民们正忙着收割山兰。

山兰稻是一种旱稻，从播种到生
长、收割的全程中，均采用原生态的
种植方式，不添加任何化肥农药。为

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山兰稻的种植，
近年来江边乡有效整合资源，发展扶
贫产业，推出各种有利措施和优惠政
策，大力发动贫困户在黄花梨基地套
种山兰稻。

据了解，从2016年开始，江边乡
政府积极引导江边营村的贫困户发展
林下经济，利用海南山升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升农业公司）
的黄花梨基地套种山兰稻。从今年开

始，由乡政府提供种子，山升农业公司
公司提供土地，贫困户自行种植。

目前，山升农业公司黄花梨基地
总共有2500亩。山升农业公司负责
人表示，为发展山兰稻扶贫产业，助
力贫困户早日脱贫，只要村民或贫困
户愿意到黄花梨基地套种山兰稻的，
公司不仅免收任何费用，还会提供各
种便利条件。

同时，江边乡不断拓宽山兰稻的

销售渠道，保障贫困户增收。江边乡
营村脱贫攻坚中队中队长张娜介绍
说，贫困户通过自己的努力，种出了山
兰稻，政府帮他们销售，目前乡里利用
海南爱心扶贫网来销售山兰稻，现在
每天都有订单，销售效果还不错。

据初步统计，江边乡今年共种植
山兰稻270亩，每亩产量约270斤，
总产量约72900斤，总产值大约为
87.48万元。

我省赴广州
举办共享农庄招商会

本报广州10月25日电（记者傅人意 通讯
员黄文斌）10月25日，省农业农村厅在广州举行
海南共享农庄宣传推介招商会，共有10余家广州
企业与海南共享农庄签约，金额达12亿元。

据悉，此次活动组织了我省部分市县农业部门
负责人、我省首批共享农庄创建试点企业代表、
2018年部分共享农庄申报企业代表参会。澄迈县
洪安蜜柚共享农庄、屯昌县梦幻香山共享农庄、白
沙黎族自治县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三亚市奇幻世
界共享农庄、琼海市龙寿洋共享农庄、澄迈县白莲
鹅共享农庄等在会上进行宣传推介，并与参会的广
东休闲农业企业、投资机构等代表开展项目对接。

在现场，三亚上城灵芝共享农庄与广州沣芝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约，三亚奇幻世界共享农庄
与途家欢墅签约，澄迈白莲鹅共享农庄与广东万
顷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约。粤琼企业将在民
宿、旅游、交通设施、农产品深加工、物流等方面进
行合作。

此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海南共享农
庄联盟、海南省休闲农业协会承办。

省税务局助定点
扶贫村产业成型

探索“产业项目+现代
农业”扶贫道路

本报抱由10月25日电（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吴芳玲 刘碧波）10
月25日，省税务局定点帮扶村乐东
黎族自治县尖峰镇翁毛村的黑山羊
养殖产业扶贫项目二期工程竣工。
截至目前，该村黑山羊养殖产业已
累计投入600多万元。

2017年7月22日，由税务部门
全额出资390万元帮扶的翁毛村黑
山羊养殖基地开建，并于当年11月
10日进驻了410只黑山羊基础种
羊，养殖基地开始投入生产运营。
截至今年10月24日，新生小羊共
264只，部分已达到可销售状态。

黑山羊养殖产业扶贫项目二期
工程，是碧桂园海南区域公司积极
响应我省“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号
召，通过省慈善总会无偿捐赠257
万元，新建成两栋标准化新羊舍、配
套水井、草场、喷灌系统等设施。扩
建后的翁毛村黑山羊养殖基地，总
饲养量将达到800只至1000只，预
计2019年可实现整村脱贫目标。

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翁毛村黑山羊养殖产业扶贫
项目将对接现代农业发展模式，高
标准高质量推出健康、安全、好吃的
产品，进而不断发展壮大，带动上下
游产业链发展，让更多的老百姓共
享现代农业发展红利。

临高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开业近一个月

线上扶贫产品
交易额超100万元

本报临城10月25日电（记者
刘梦晓）记者25日从临高县商务局
获悉，临高县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
心自今年9月29日开业以来，截至
今天上午11时，线上销售扶贫产品
总交易额超过100万元。其中，临
高全县干部消费扶贫金额超过38
万元，带动权限消费扶贫金额超过
56万元，通过海南爱心扶贫网消费
金额超过6万元。

据悉，临高县农村电子商务服
务中心线上共计上架海味干货、九
品香莲、富罗香菊花茶、扶贫蜂花
粉等21款扶贫产品及农特产品，有
许多产品已抢售一空。

“做海味干货好几年了，以前都
要自己跑出去卖，现在每天都有一
定的线上订单，发货卖货都不用
愁。”临城镇贫困户陈斌说。

临高县商务局有关工作人员介
绍，临高计划挖掘更多高质量的本地
农特产品，帮助更多贫困户通过线上
形式包装出售扶贫产品，提高贫困户
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能力，从而达到
帮助贫困户提高收入的目的。

第九届中国国际创意设计
推广周11月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孙慧）10月25
日举行的2018第九届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推广周
（以下简称创意周）新闻发布会透露，创意周活动
将于11月1日至3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和兰花
谷休闲山庄等地分别举办。

本届创意周主题为“创意·定制美好生活”，活
动内容包括：创意产业发展论坛、创意设计大赛、
展览展示三大版块。推广周期间，国家级协会人
士、国内外知名会展人士、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将汇
聚海口，为海南打造会展强省，助力会展业发展出
谋划策。

创意设计大赛分为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共
享农庄）设计大赛和2018国际高校会展创意竞
赛。创意设计展览会以创意设计产品为主，展览
面积1.3万平方米左右。展会现场设置了国际创
意展区、创意城市展区、创意旅游展区、创意生活
展区、文创集市展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6大展
区。届时，将有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日本、俄罗
斯等百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观众还可现场体验
VR/AR技术、新物种、智能家居、无人机、智能机
器人等创意科技，更有“黑科技”引爆全场。

本次创意周活动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主办，省商务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南省
委员会、海口市政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
业行业分会等单位承办。

我省打掉78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787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省农科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帮扶下，全村山兰稻规模效益逐年递增

白沙青松村山兰稻产业前景看好

东方江边乡探索扶贫新模式，大力发动贫困户在黄花梨基地套种山兰稻

林下套种，贫困户脱贫之路更宽

10月17日，在儋州市东成镇大茅坡村大茅坡小学，儋州市教育局下乡慰问文艺演出团在此举行
“教育扶贫，助学扶智”慰问演出，为师生们带来精彩的文艺表演。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教育扶贫演出到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