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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笑非

将盘踞当地多年的黑恶势力
团伙连根拔起，昌江黎族自治县这
一场开年扫黑“大戏”，让群众无
不拍手称快。海南日报记者注意
到，在1月6日的集中抓捕行动后，

不少群众已开始自发检举犯罪团
伙的线索，已然有形成“全民扫
黑”的趋势。

铲除黑恶势力得到群众的广
泛支持，来源于大众对于美好生
活的向往，自昌江提出建设“山海
黎乡大花园”以来，县城的容貌愈
发靓丽，城区的秩序愈发井然，但
黑恶犯罪团伙的存在无疑是一种

隐忧。
据省公安厅发布的通告显示，

以黄鸿发为首的黑恶犯罪团伙存在
强揽工程、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非
法发放高利放贷、非法采砂等行为，
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寻
衅滋事、开设赌场、非法采矿等违法
犯罪，严重扰乱了正常社会秩序，侵
害百姓切身利益。此恶不除，何谈

美好生活？
而自开展调查、抓捕行动以

来，昌江有关方面已在多次明确指
出，以黄鸿发为首的黑恶犯罪团伙
在当地盘踞多年，其势力盘根错
节。政治环境不能风清气正，则难
提营造“亲”“清”的政商关系，在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昌江，这亦是
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如今黑恶犯罪团伙成员的逐步
到案，同时重拳严打“保护伞”“关系
网”，昌江获得的不仅仅是民众的认
可与支持，更是扫除了企业前来投
资的一大障碍。

随着扫黑除恶斗争的纵深推
进，昌江也在朝建设“山海黎乡大
花园”和投资热土的道路上大步
前进。

扫黑除恶是建设美好家园，也是打造投资热土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林朱辉

近来天气回暖，在大棚里忙着
打理圣女果的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
镇贫困户李科金一刻也不想闲着。

“前段时间降温，对圣女果生长影响
不小，得把落下的活赶上。”在大棚
里介绍起圣女果种植的种种技术，
李科金有些专家的模样，却也看得
出他心里空落落的。

其实这一身种植技巧，放在半
年前他根本一窍不通，教会他的人
叫周载云，是昌江和丰农贸有限公
司的创办人，也是乌烈扶贫产业园
区的创建者。

但1月2日晚一场突如其来的车
祸，让他的生命永久停留在了41岁，
留在了距离扶贫产业园最近的地方。

周载云生前的荣誉很多，“全国
农村改革致富带头人”“昌江县十大

科技致富带头人”“海南省先进农村
科普带头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
人”……连串的荣誉背后，是他放不
下的农民情怀。

2000年，周载云从服役部队退
伍后，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打拼，而
选择了“回去搞农业！”。5年后，他创
建昌江和丰农贸有限公司，先后投资
建设4000吨级保鲜冷库以及日产
200吨的果菜保鲜用冰生产车间，把
乌烈镇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带进了
生鲜发展时期，公司旗下的1200亩
种植基地均种植无公害冬季瓜菜。

而在2007年，周载云又倡导成
立了由3名退役军人、2名专业技术
人员和17名当地农民出资、出地的
乌烈富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在
推动高新农产品种植业发展之余，
也为当地农户提供了就业岗位。这
样的运作模式，也为此后牵头组织
建设乌烈镇扶贫产业示范园打下了
基础。

周载云因为在家排行老三，便被

大家亲切地称作“三哥”。“自从我来
到基地，三哥从来不摆架子，种植技
术都是他到地里手把手地教。”李科
金感叹，要不是周载云的悉心指导，
他和其他农户掌握不了这种植技术，
脱贫还望不到头。

与李科金一样在种植基地里劳
作的周唐梅，更多地将周载云看做
了亲人。“这么一个温和的人，怎么
就走了？”周唐梅说，到了农忙的时
候，大棚里、田地里随处可见周载云
的身影，与农户同吃同劳动是常
态。“他常说，这片产业园是农户们
脱贫致富的关键，他不常来看看，哪
里放心得下。”说着，周唐梅眼里已
满是泪水。

“元旦期间降温，他总是放心不
下，每晚都去棚里看看，生怕寒潮冻
坏了作物，断了农户的致富路。”昌江
和丰农贸有限公司副总理何为很懊
悔，2日晚正是在巡视大棚回来的路
上发生意外，让大家尊敬的“三哥”再
没能出现在大棚里。

同事眼中，周载云是个细心又负
责的人。有时放心不下工作，他便会
一个人开着车到田地里转转。“其实
扶贫产业园的发展，他大可交给我们
来负责，但三哥就是要亲手抓，帮扶
的农户一天没有稳定收入，他就一天
安不下心。”望着这片绿油油的圣女
果田，何为心里清楚，他要主动扛起

“三哥”没做完的事。
昌江县扶贫办副主任王远今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周载云的产业园，
前后一共接纳了269户贫困户，如今
已有255户顺利脱贫。“这么多贫困
户里，绝大多数都是周载云手把手扶
上脱贫路的，他很清楚这么做效果
好，有用。”王远今说，现在他走了，大
家更得努把力。

天色渐暗，李科金依旧在大棚里
忙活着，周唐梅家的作物长势良好，
何为也忙着周载云留下的工作。

乌烈镇的“三哥”走了，他留下的
事业还在继续着。

（本报石碌1月14日电）

致富带头人周载云车祸离世，受惠村民感恩怀念

乌烈镇的“三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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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1月 14日电 （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总共到
案 128 人，冻结资金超过 4500 万
元。自昌江黎族自治县本月6日针
对以黄鸿发为首的黑恶犯罪团伙
开展抓捕以来，截至目前已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

自去年开始，昌江不断加大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力度，已在交通运
输、河砂采运、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
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据海南日报记者了解，以黄鸿
发为首的黑恶犯罪团伙已在昌江
盘踞多年，其势力盘根错节，影响
极其恶劣。为此，昌江在加强研
究、集中攻坚并深查、摸排、梳理该

团伙犯罪行为后，向省委、省政府
作了专题汇报，反映了仅靠本地警
力难以完全摧毁该团伙的问题，请
求给予昌江支持。

省公安厅随即牵头成立专案
组，并加大对案件研究力度。经过
严密部署，于1月6日晚对以黄鸿发
为首的黑恶犯罪团伙开展集中抓
捕，成功抓获包括黄鸿发、黄鸿明等
团伙骨干分子在内的一批犯罪嫌疑
人，冻结涉案企业、个人银行卡533
张、冻结资金超过4500万元，同时
现场扣押银行卡、存折214张，现金
270余万元，成功拔起盘踞当地多
年的庞大犯罪团伙。

除侦破该起涉黑大案外，昌江

自去年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后，已先后召开9次县委常委
会会议、3次县政府常务会议、8次
县扫黑除恶领导小组会议和28次
专题会议，通过阶段性调度、常态化
部署推进扫黑除恶工作，并制定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案、举报奖
励办法等16项制度，同时投入200
万元专项资金，旨在举全县之力推
进扫黑除恶攻坚战。

据了解，自开展专项斗争来，昌
江在交通运输、河砂采运、项目建设
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线索排查和专
项行动，出重拳打掉了2个恶势力集
团、1个恶势力团伙，整治治安乱点1
个、砂场乱点24个，并破获刑事案件

19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9名，在侦
破的42起涉恶类案件中，还成功抓
获96名涉恶类案件犯罪嫌疑人，对
当地黑恶势力形成了高压震慑。

其中还包括了经4个多月缜密
侦查，于去年11月24日抽调125名
精干警力，在石碌镇富宇宾馆、万福
路、名典宾馆以及乌烈镇道隆村等
地抓获“涉嫌寻衅滋事，组织、强迫、
容留、引诱幼女从事卖淫犯罪”的李
某勇、邓某任、何某般等56名犯罪
嫌疑人，成功破获13起相关刑事案
件，进一步推动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向纵深发展。

昌江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昌江还会全面整合政法部门资

源，配齐配强扫黑除恶专门队伍，为
专项斗争提供力量保障。

“特别是组建黄鸿发案件专案
组，加快审结案件，抓获在逃人员，
彻底摧毁该犯罪团伙，震慑效果十
分明显。”该负责人表示，聚焦涉黑
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
业、重点领域，昌江旨在全力打击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群众反映最强烈
的、最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尤其是“菜霸”“砂霸”“运霸”等
问题与“黑村官”“黑乡霸”“黑村恶”
等势力。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基础
上快侦、快捕、快诉、快判。既要为
群众建设“山海黎乡大花园”，也要
为企业打造投资沃土。

昌江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成效显著
128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冻结资金超过4500万元

近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国家湿地公园，湿地风光旖旎，保护良好。
据了解，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紧邻大海，与美丽的棋子湾一水相连，是海南比

较稀缺的滨海内陆淡水沼泽湿地。海尾国家湿地公园是以沼泽湿地为主，人工湿地为补充的多样性生态系统。
目前，昌江县正努力将海尾国家湿地公园打造成集生态旅游、观光、休闲、科普教育于一体的A级景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李德乾 摄

湿地公园生态美

昌江书法协会赴王下乡开展文化扶贫

现场挥毫送春联送祝福
本报石碌1月14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林小映）“我想给家里贴副对联，您可以写一幅寓意
美满的。”“我想给家门口贴个大大的‘福’字，拜托
您了！”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三派村和钱铁
村里，由昌江法院联合昌江书画院开展的文化扶贫
活动，让不少村民拿着喜庆吉祥的春联喜笑颜开。

活动中，来自昌江法院和昌江书法协会的
20多名书法家们挥毫泼墨，饱含热情地为村民
书写了一副副喜迎新年和带有平安祥和祝福的
春联，红色的春联和热闹的人群让活动现场提
前有了“年味”。

在持续3个多小时的活动中，书法家们共送
出近800副春联，当地帮扶责任人还精心挑选了
10幅春联，来到贫困户家中走访慰问，为他们送
去真挚的祝福。

据海南日报记者了解，近几年来，昌江法院
每年都邀请当地书法爱好者赴各乡镇开展送春
联下乡活动，通过现场为村民书写春联，借手中
笔墨为当地群众增添新年的喜气，同时也鼓励困
难群众振奋精神、鼓足干劲，靠自己的双手脱贫
致富奔小康。

昌江霸王岭热带雨林
定向体验季圆满收官

本报石碌1月14日电（记者刘笑非）12日下
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举办的霸王岭热带雨林定
向体验季迎来最后一站体验赛，来自省内外多个
亲子家庭和高校师生齐聚昌江七叉镇宝山梯田
展开了妙趣横生的比拼，在享受山间梯田如画美
景的同时，也感受来自定向运动的激情。

据悉，作为2018至2019海南昌江“冬登春
赏”黄金旅游季系列推广活动之一，昌江霸王岭热
带雨林定向体验季于去年12月正式启动，前后历
时2个月，设置的4站体验赛、体验季共吸引到了
了600余名选手报名参赛，参赛人群涵盖了小、
中、青各年龄段，其中不乏定向运动高手。

赛事举办期间，省内外选手们在享受户外运
动乐趣的同时，还通过别具一格的游玩方式欣赏
到了山海黎乡的秀丽风景，也增进了对昌江旅游
和城市发展的了解，担任起昌江旅游义务“推广大
使”，向省内外推介昌江美景。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共昌江黎族自
治县委、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而
在本月20日，借助《最后的黑冠猿》舞台剧上演、

“冬登春赏”接续仪式举办的同时，还将向此次中
国定向公开赛海南昌江站的获奖选手颁奖，继续
炒热昌江旅游。

小案件累积大矛盾

昌江法院
化解6年纠纷

本报石碌 1月 14 日电 （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林小映）近日，一起
长达 6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案件，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的执行法官借助劝说督促和强
制执行相结合的方式下，最终使
得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成功让
被执行人符某忠主动履行法律义
务，将侵占 6 年的土地交还执行
申请人符某，化解了这场村民邻
里间的纠纷。

据了解，被执行人符某忠和申请
人符某二人为七叉镇同村村民，自
2012年起，符某忠在该村坡地上种
植橡胶、香蕉等作物。后符某根据其
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林权证，认
为符某忠侵犯其合法权益，双方争执
不下后符某诉至昌江法院，要求符某
忠停止侵害并退还非法侵占的坡
地。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符某忠自
行清除作物并将土地返还原告。但
符某忠不服判决并提起上诉。后经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其后符某忠仍未履行法律义
务，案件便进入执行程序，可接到执
行通知书的符某忠仍旧态度强硬、
对立严重。此前考虑到符某忠年逾
八旬且身体状况较差，以及强制执
行可能造成矛盾激化，昌江法院执
行干警多次往返七叉镇，通过联动
村、镇两级共同做符某忠的思想工
作，但收效甚微。

昌江法院经研判后决定进行强
制执行，在拟定好执行方案并经批
准后，昌江法院联合公安部门于
2018年 12月 25日进场，根据裁判
文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现场指认，
并将土地进行了现场丈量，为强制
清场提前做好准备。但就在一天
后，符某忠家人便主动来到法院提
出了和解意愿，同时希望得到适当
补偿。

考虑到村民关系及符某忠的家
庭情况，申请人符某也作出让步，由
符某向被执行人补偿1.5万元经济损
失后顺利拿回土地，双方时隔6年后
握手言和。

“被执行人长时间未履行法律义
务，申请人多次要求强制执行，6年
时间，已经让本案成了难啃的‘硬骨
头’。”昌江法院法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经多方努力，该案最终解决，也兑
现了此前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承诺，
保障了群众的合法利益。

昌江警方帮32农民工
讨薪82万元

本报石碌1月14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石营营）辛苦一年，为的是带上奋斗的收入回家过
个好年。但就在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叉
河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某集团工程项目32名劳务
工人被欠薪工资长达5个月，总计82万元，希望
寻求警方帮助。

接警后，昌江警方高度重视，立即召集劳资三
方进行情况核查，同时积极协调本地劳动仲裁部
门和司法部门介入，明确要求该欠薪企业尽快筹
集现金发放，确保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保障。

经多方协调后，该企业确定发放时间，但因欠
款数额较大，短时间难以筹集到现金，于是向多部
门保证，承诺延期一天发放所欠农民工工资。

由于工资迟迟未到手，32名农民工心情焦急，
也牵动着民警的心。为了尽快让农民工拿到被拖
欠的工资，叉河派出所民警多次与涉事企业进行协
商，督促其尽快发放农民工工资。经民警的多方协
调，5日下午，企业工作人员在叉河镇政府二楼现
场为32名农民工全额发放了共计82万元的工资。

昌江成立林业生态修复基地
要求涉林案件当事人参与复绿

本报石碌1月14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何顺彪）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在海尾镇白沙
村成立林业生态修复基地。通过基地的设立，昌
江旨在让民众对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有更直观的理解，同时让其作为环保教
育基地，起到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

据记者了解，生态修复基地所在的林地，此前
是一处违建项目。2017年7月昌江检察院在例
行生态巡查走访中发现，昌江爱情海旅游开发公
司在未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未办理相关审批手
续的情况下，违规占用超过1.2万平方米林地，搭
建起简易活动木板房并硬化路面，用于经营度假

“木屋别墅”，侵占了海岸沙滩的同时严重破坏了
海岸防护林和当地生态环境。去年7月，在昌江
检察院及时发出检察建议后，该公司积极整改，将
违建的56处简易活动木板房全部拆除，并种上椰
树苗“补植复绿”，恢复了林地原状。

作为牵头单位之一，昌江检察院检察长黄杨
表示，通过设立生态修复基地，既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也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基地设立后，我们
将要求各类涉林案件当事人在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之余，通过种植树苗来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把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损害降到最低，实现办理一
案、教育一片、惠及一方的监督效果。”黄杨说。

下一步，昌江还将加大力度打击各类破坏森
林生态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发挥生态环境行政主
管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及时修复被破坏
的森林植被，打造绿色昌江。

扫黑除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