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察机关公诉 111人，法院已

判决 57人，缴获枪支 4支，子弹

35发，管制刀具一批

公诉 111人
查 获 涉 案 资 金 、冻 结 财 产

393.93万元，查扣房产、地产、车辆

等可折算价值 1.05亿元以上

价值 1.05亿元
破案 256 起，抓获团伙成

员 330人，已逮捕 241人，移送

起诉 171人

破案256起
自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始至今，

海口警方共摧毁黑恶势力团伙 29个，其中黑

社会性质组织3个，恶势力犯罪集团21个，恶

势力犯罪团伙5个

摧毁黑恶团伙2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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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进行时

诚信建设万里行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宇）近期有市民因“消费
积分兑现金”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为
此，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
广大群众：积分兑换骗局每到年底及
年初就会有所抬头，希望群众不要轻
信消费积分兑现金的短信，以免上当
受骗。

近日，海口市民黄先生收到一条
短信：您的信用卡积分已达 26539

分，可兑换200元现金，请登录兑换，
逾期将作废。手机显示的发短信的
号码就是这个银行的客服电话。黄
先生直接打电话咨询银行工作人员
了解到这是个假消息。

据了解，每到年底，总有市民收
到来自通信运营商官方号码发来的

“积分兑换”等消息，有的短信还称可
以积分兑换现金。几天前就有一位
女士收到短信，称用户使用积分可享
受话费赠送活动，并附有参与活动的
链接以及活动截止时间。在进行一

系列操作后，这位女士损失了1000
多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口多家
银行均表示没有开展过信用卡积分
兑换现金的活动，而且每家银行信用
卡积分的有效期都会明确告知用户，
并非统一年末清零。不过积分有时
限的信用卡，持卡人的确需在有效期
内兑换，避免积分过期浪费，兑换时
不要轻易点击网络链接，可先拨打客
服电话确认后再进行操作。

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多家移动

营业厅了解到，话费积分可以兑换
商户合作券、话费、流量，还可以兑
换水杯等物品，但没有兑换现金的，
且积分年末不清零，市民可以选择
积攒积分，以便能兑换到更加物有
所值的物品。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
醒：在收到“积分兑换”“中奖”等“福
利”短信时，看到要汇款的可以直接
无视。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银行账
户、密码等信息，更不要把手机验证
码告诉他人。

“消费积分兑现金”骗局又抬头
一女子被骗千元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邓
海宁）海口市公安局1月22日召开甘
波涉黑团伙案件通报会。海南日报记
者从会上获悉，2018年，在海口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
下，海口市公安局经过历时一年的摸
排和侦查，一举打掉长期盘踞在海口
江东地区，以甘波为首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抓获团伙成员65名。

“当时他们把我的右膝盖骨都打
碎了，直到现在我的腿都没法用力，走
路离不开拐杖。”1月22日上午，海口
市外坪村村干部冯先生回忆，2015年

9月30日下午，甘波等人在没有任何
文件的情况下，要强占集体土地，被自
己和其他村民阻止后，甘波团伙成员
竟拿出砍刀、铁棍追打村民。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冯先生右腿
膝盖还留有明显的手术后痕迹，左小
腿上有长长的伤痕，受过伤的双手手
指更是不受控制地不时抖动。

“甘波为人十分霸道，说一不二，
在村里谁要是拒绝了他，甘波当面不
会和对方争辩，但之后一定会指示组
织成员向村民家里扔石头、打砸村民
的汽车进行骚扰威胁。”据办案民警
介绍，甘波还是一个“伪善人”，他一
面霸占村里的公共财产，大肆敛财；
但逢年过节时，又会买些礼物给村里

的老人送去，给村民留下“好人”“善
人”的印象。

经查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甘波伙同陈昌红及黄思玮等人在其所
居住的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东营一
带，逞强斗狠、横行霸道，实施强占土
地、伤害村民等违法犯罪行为，其势力
和影响不断扩大，逐渐称霸一方。
2013年海口市政府对江东地区进行
大开发之后，甘波纠集李方智、陈昌
红、陆世鹏、黄思玮、陈祥辉等人，以亲
属、同乡、狱友关系为纽带，网罗大批
刑满释放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加入该
组织充当打手和帮凶，盘踞江东一
带。2013年8月，以甘波为首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正式形成。

据介绍，以甘波为首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内部层级明确，人数众多、势力
庞大。强揽工程时有明确分工，先由
甘波、陆世鹏等人出面对被害人进行
言语威胁，一旦被害人不从，便使用围
堵工地、打砸机械、殴打工人等暴力手
段强迫被害人屈从。强揽工程后由李
方智、陈昌红、黄思玮、陆世鹏等骨干
成员负责组织施工。

该组织自成立以来，通过强迫交
易、敲诈勒索、强揽工程、非法采矿、开
设赌场、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经营码
头、沙场等违法犯罪活动，聚敛6700
余万元的巨额非法经济利益用于供养
组织成员。在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
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中，该组织成

员经常集体出动，不计后果，随意在公
共场所使用钢管、砍刀、斧头、枪支打
砸施工机械、故意伤人，给当地的工程
项目建设及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
严重威胁。

该组织通过暴力、威胁、滋扰等手
段强揽了“江东大道一期”“滨海路二
期”等江东地区的多个主要工程，对江
东地区的工程建设行业形成非法控
制，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
活秩序。

2018年7月27日晚，抓捕时机成
熟，海口警方迅速收网，在海口市的某
娱乐场所内将甘波抓获，当时的甘波
正带着情妇接受几名想在江东新区做
生意的外来投资者邀请，寻欢作乐。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黄叶华 周强）日前，省
高院对郑某雄等人特大制造毒品犯
罪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维持原
审判决，其中核准郑某金的死缓判
决，对郑某雄、黄某安、郑某州、黄某
文的死刑裁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据悉，郑某雄等人制造含甲基
苯丙胺（俗称冰毒）成分的固液混合
物和液体共1050.82公斤，是有史以
来海南法院审判的最大的一起制造
毒品案。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 8月

16日，上诉人郑某雄租赁了广东省
汕头市潮阳区一废弃厂房作为制毒
厂房，并让黄某安联系购买制毒原
材料麻黄素及寻找制毒工人。2017
年1月6日下午，黄某文等制毒工人
开始在制毒厂房内制造毒品。1月8
日上午，黄某文等人成功制造出甲
基苯丙胺半成品，装在27个红色大
盆和6个白色塑料桶内。当日11时
30分许，郑某金发现一辆陌生车辆
出现在制毒工厂附近，遂将该情况
通报给郑某雄、郑某州，郑某雄、郑
某州立即前往制毒工厂查看，在确

认无异常情况后离开。当日 19时
许，公安机关在制毒工厂抓获黄某
文、郑某金，缴获含甲基苯丙胺成分
的固液混合物和液体共1050.82公
斤以及大量的制毒工具、化学用品
等。之后，公安机关将郑某雄、黄某
安、郑某州等人抓获。

2018年 6月，原审法院经过审
理后认为，郑某雄、黄某安、郑某州、
黄某文、郑某金违反法律规定，明知
是毒品仍故意共同制造甲基苯丙胺
345.84公斤、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
液体704.98公斤，毒品数量大，其行

为已构成制造毒品罪。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以制造毒品罪判决郑某雄、黄某安、
郑某州、黄某文四人死刑；判决郑某
金死缓。

一审宣判后，五被告人提出上
诉。海南高院受理后，于近期开庭审
理了此案后认为：五名上诉人共同制
造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固液混合物
和液体共1050.82公斤，制造毒品数
量大，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原判定罪
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
作出前述判决。

省高院二审宣判一起特大制毒案

制毒超1吨 5人被重判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屯昌县委副书记、县长匡文胜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李海娇）海南日报记者1月22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屯昌县委副书记、县长匡文胜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涉嫌受贿罪

海口长流镇原党委书记
杨禧文被逮捕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 （记者金昌波 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1月21日从省检察院获悉，海
口市秀英区长流镇原党委书记杨禧文（正科级）
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海口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
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19年1月18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
犯罪嫌疑人杨禧文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万宁捣毁一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窝点

查获烟花爆竹3000余件
本报万城1月22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振玮）

海南日报记者1月21日从万宁市安监局获悉，万宁
市安监局日前通过对群众提供的举报线索进行摸
排，在东澳镇成功捣毁一处大型非法储存销售烟花
爆竹窝点，现场查获烟花爆竹产品3344件（箱），价
值约10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经查，嫌疑人吴某在未取得烟花爆竹零售经
营许可的情况下，将大量烟花爆竹非法储存在东
澳镇镜门村和东澳镇农贸市场一小卖部内非法销
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警方提醒：未经许可私售烟花爆竹属于违法行
为。市民也可拨打110报警电话或62222320举报
电话，对私存、私售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海口警方悬赏通缉2嫌犯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张

天坤）1月21日，海口市公安局发布悬赏通告，向社
会公开征集涉及非法采矿在逃嫌犯许亚标、刘德友
线索，对于提供重要线索或协助警方抓获犯罪嫌疑
人许亚标、刘德友的单位或个人，公安机关将分别
给予人民币两万元奖励，并做好保密工作。

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近期破获一起非
法采矿案，该案犯罪嫌疑人许亚标、刘德友目前刑
拘在逃，为迅速侦破案件，消除社会治安隐患，请
广大人民群众对犯罪嫌疑人许亚标、刘德友的照
片进行辨认，如发现犯罪嫌疑人许亚标、刘德友相
关可疑情况，或是掌握有关线索，请及时向海口市
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举报。

联系人：陈警官，18976217773；邢警官，
13976990628。

刘德友许亚标

海口警方通报甘波等人涉黑犯罪案

以“血路”打开财路 伪善难掩黑恶本质

昌江创新宣传方式

让扫黑除恶家喻户晓

本报石碌1月22日电（记者刘笑
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1月22日上午，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重合村委会的

会议室里比往常热闹不少。来自海南

天赐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周正凡正结合

生动的案例，为村民们进行义务法律

知识传播讲座。本月来，昌江正结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法律法规知识宣讲，为当下如火

如荼进行的扫黑除恶斗争巩固群众基

础。

“要警惕身边的犯罪行为，也要增

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共同构建打击黑

恶势力的战线。”周正凡在讲座上通过

回顾昌江此前扫除黄赌毒、非法高利
放贷等黑恶势力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真
实案例，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讲解如何
鉴别和抵制黑恶势力，旨在让村民认
识到“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
的意义。

要提高群众参与扫黑除恶的积极
性、营造扫黑除恶的浓厚氛围，首先需
要强化群众的法治意识和防范能力，
让村一级拥有良好的治安氛围。自本

月中旬开始，昌江借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巡回宣讲的形式，通过围绕

近期昌江破获的典型黑恶势力案件，

向村民介绍普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背景、目的及意义。

据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巡

回讲座还将在昌江8个乡镇、80余个

村陆续开展，借法律志愿者之口，进一

步增强扫黑除恶斗争的紧迫感、扫黑

除恶工作专项斗争宣传工作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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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营造更加开放便利的营商环
境，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吸引全世界投
资者和人才参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1月22
日下午，海南国际医药创新平台构建
暨首轮招商汇报会在海口国家高新区
（以下简称海口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
新城海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召开。
海口高新区入园企业海南九州通医药
有限公司与印度凯普林实验室有限公
司等多家中外企业签署共同宣言，将
在品种引进、海外人才引进及项目投
资等方面展开合作，未来将携手为海
口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会上，海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舒小斌向与会者汇报了此次招
商洽谈成果；海南九州通凯普林医药
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昭庆分享了海南医
药创新平台构建的设想和规划。各企
业代表就各自企业情况作了相关介
绍，同时对海南医药产业优势、营商环
境等各抒己见，希望在海南医药创新
平台有更大的发展。

现场，海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同印度凯普林实验室有限公司、江苏
康倍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方澜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江西万里药业有限公
司、海口天行健药物研究有限公司、深
圳瑞享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中
外资企业共同签署共同宣言。下一步
将从印度引进26个原料药品种，这一
举措将为海口高新区医药企业解决原
料药品种亟需问题，并对园区生态环
境保护起到良好的奠定作用，将有效
带动园区产业链的发展。

印度凯普林实验室有限公司董事
长帕西潘谈到，任何产业发展的核心
是研发和创新，医药行业更是如此。
他认为，此次凯普林与海南九州通的
密切合作，不仅有助于建立海南国际
医药创新平台，更为将来海南在国内
医药产业方面实现“弯道超车”提供可
能性。凯普林希望未来能把公司印度
研发中心设立在海口高新区，由此也
吸引更多印度医药企业代表来海南参
观考察，投资兴业。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宝林向海口市委、市政府、海
口高新区一直以来对公司的支持表
示感谢，并表示将利用海南优质的投
资生态环境，对海南国际医药创新平
台加大投资，为海口经济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
近年来，海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牵头，与海内外众多同行一起搭建
海南国际医药创新发展平台，借助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政策东风，将海内外的
人才、产品、技术、资金、市场、创意等
聚集到该平台上，开拓进取、解放思
想、创新发展，补充、完善和提高医药

制造业产业链中各个环节、从而整体
提升海南医药制造业的价值链水平，
同时与健康旅游、医疗形成三大重点
领域联动互促，为打造海南省全方
位、全周期的健康事业链作出应有的
贡献。

2018年9月，九州通医药集团成
立海南九州通凯普林中印合资公司，
通过该公司，逐步将中国的药品，有优

势的原料药销往国外，同时将印度的
原料引进中国，并和多个国内外研发
公司商讨，利用海南的优惠政策，打造
一个国际化的研发中心和临床试验基
地，不仅帮助集团补齐研发、生产的短
板，还将在海南再造一个全国乃至世
界有名的研发基地。

据了解，海口高新区高度重视营
商环境的打造，以“极简审批”为抓
手，为入园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简化
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不断提升产业配
套能力，提升专业化招商水平，加快
园区国际化进程，持续加大海绵化改
造力度。让生态优势、服务优势成为
园区发展、招商引资、招商引智的金
字招牌。

海口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海南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与印度凯普林
实验室有限公司的深度合作，是园区
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走向世界的内
在要求。海口高新区将以国际一流
的营商环境为双方提供优质的服务
和保障，积极助推国际医药创新平台
发展，也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贡献一份
力量。

海南九州通与印度凯普林实验室等多家中外企业合作

在美安打造海南国际医药创新平台
印度凯普林实验室
有限公司

凯普林实验室有限公司（Caplin
Point Laboratories Limited）成 立 于
1990年，是印度规模领先的成品药制
造厂家之一。1994年，该公司首次公
开募股后于印度上市。

该公司通过医疗门户网站、自动
化药房、医生/诊所、分销商和诊断实
验室，将实体业务与网上交易整合在
一 起 ，占 据 拉 丁 美 洲 市 场 份 额 的
85%。凯普林 CRO 项目，目标市场
是中国、美国、欧盟和拉丁美洲。整
个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产品许可证总
数达 2600 个，适用于各种药物配方，
涵盖各种剂型（主要有片剂和胶囊、
注射剂、眼科用药、口服液体、软胶
囊、软膏/霜及乳制剂、静脉滴注剂、
局部制剂、吸入器、注射用粉针剂、栓
剂和胚珠、医学护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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