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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覃易琼）3月31日，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海口经济学院开
庭，对赵建灏等18名被告人犯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
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寻衅滋
事罪等多项罪行一案进行了一审当庭
宣判，赵建灏被判处有期徒刑22年，
其他17名被告人被判处3年至20年
不等的有期徒刑。宣判后，3人表示
保留意见，赵建灏等15人则表示不服

一审判决，要上诉。
据海口市检察院起诉指控，2016

年6月，赵建灏、李坛宝等人共同成立
了海口伍洲信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伍洲公司）利用“套路贷”
模式非法敛财。伍洲公司在没有放
贷资质的情况下，为获取非法经济利
益，采用签订单方不对等的空白借款
合同或虚假借款协议、肆意认定违
约、“过桥”等“套路贷”方式，有组织
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该公司主要
以放款快速、手续简单等优惠条件为
诱饵，诱骗被害人至公司办理相关贷
款业务，并在催收时，采用殴打、拘

禁、挟持、威胁、体罚、滋扰等违法犯
罪手段，向被害人及其亲属逼要非法
债务，以达到非法侵占被害人财物的
目的。2016年8月，李自伟被非法拘
禁案标志以赵建灏为首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初步形成。2017年7月，为了
进一步攫取非法利益，赵建灏、刘行
汾等人出资成立了海南聚海鑫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海鑫公司）继
续从事“套路贷”，并纠集刘新山、武
志伟等人伙同伍洲公司“风控部”成
员负责暴力催收。2018年3月，为逃
避司法机关的打击，赵建灏等人将聚
海鑫公司名称变更为海南金展泰商

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随后，赵建灏
等人以伍洲公司、聚海鑫公司为依
托，将“套路贷”和地下执法队暴力催
收相结合，发展成为以赵建灏为首、
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成员多达18人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据了解，该案是我省首例涉黑“套
路贷”案件，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
力较大，公众关注度较高，海口中院高
度重视案件的审理质效，仅用三天时
间就完成了案件的开庭审理，实现了
高效审结。

其中，判处首要分子、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的组织者、被告人赵建灏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
营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
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伪造国
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等九
项犯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2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因该案犯罪组织的犯罪事实中涉
及广大民众深恶痛绝的“套路贷”问
题，且受害群体中，大学生占有较大
的比例。因此，海口中院专门把法
庭“搬”到了学校，作为普法“六进”
的途径之一，以案释法，进行校园普
法宣传。

我省首例涉黑“套路贷”案一审宣判
首要分子被判处22年有期徒刑

三亚新开通
33条公交物流线路
便民服务最远延伸至保亭

本报三亚3月31日电（记者孙婧）近日，三亚
城际1号线公交物流线路开通，从三亚动车站至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以更实惠的价格为两地居
民提供快递物流的服务。这条物流线路的开通，也
标志着三亚公交物流网络延伸至保亭。在近期陆
续推出33条公交物流线路后，截至目前，三亚“公
交+物流”运营模式逐渐成熟，线路总数达到38条。

“通过公交物流，我的货2个小时就能送到三
亚，比用传统物流价格便宜一半。”在保亭经营鞋
店的徐女士体验之后开心地说，跨市县的公交物
流为两地居民生活和生意往来带来了便利。

据悉，早在2018年12月21日，三亚在全省
率先开通首批5条公交物流线路，以公交车搭载
货物，解决了育才生态区群众日常购物及货物运
输“最后一公里”难题，且取件寄件费用相对传统
物流更便宜。“公交物流逐步受到大众认可，最高
的时候5条线路公交车一天能接一百多单。”三亚
公交集团负责人钟文娜表示。

海口举办市民游客中心
公益日活动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叶媛媛）为了给
市民及中外游客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让市民游客
中心成为对外展示海口的窗口和平台，3月31日
上午，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特别推
出“市民游客中心公益日”活动，给市民提供医疗
义诊、科学营养指导和饮食建议、免费按摩理疗、
免费理发等志愿服务，普及120急救知识、生态环
境保护等内容，传递文明之风。

据悉，接下来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
台还将持续举办一系列“市民游客中心公益日”品牌
活动，如每周末定期开展海口市12345智慧论坛系
列活动，每周日上午定期举办“市民游客中心公益
日”活动，让市民游客感受“最海口”的公共服务。

运营模式：
寄件货人可将货物放在公交车上，用纸条

写好收货地址、电话和姓名，交给公交司机后，
物流公交车就会将货物运送至公交车任意站
点，收货人在约定的地点自行取件。

三亚近期开通的33条公交物流线路：
1、2、3、4、7、8、9、11、15、18、22、25、26、27、

28、30、32、35、36、39、40、42、45、49、52、54 、55、
57、城际1、城际2、城际3、12A、12B路。

3 月 31 日下午，文昌市召开
2019 年第八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
节新闻媒体通气会。据悉，连续多
年成功举办南洋文化节，文昌的

“华侨之乡”美名已经远播。今年
南洋文化节活动期间，将有 300余
名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国
内知名企业代表汇聚文昌，叙乡
情、谋发展。

此次南洋文化节以“新机遇·新
征程·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充分发挥
文昌海外资源优势，围绕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以文化为纽带搭建海内
外乡亲交流合作平台，宣扬南洋文
化，突显本土文化，凝聚发展合力，进
一步推动海内外乡亲在经贸、旅游、

文化、联谊等领域开展互利共赢的务
实合作，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和
文昌国际航天城的建设。

文昌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2012年以来，海南文昌南洋文
化节已经成功举办7届。今年的南洋
文化节规格更高、规模更大、活动更
精彩，不仅延续了往年的活动项目，
更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了兄弟市县
民间文化交流和全国性沙滩排球邀
请赛等环节，例如，3月31日上午在
冯坡镇五龙港沙滩举办的第一届“海
华控股 五龙杯”全国女子沙滩排球
邀请赛，汇集了全国12个省份12支
女子沙滩排球队伍。

活动开幕式4月 1日举行。随

后，4月1日-2日，“心系乡梓情·追
梦新时代”主题交流会、招商经贸推
介会、文昌海内外青年创业沙龙、“识
乡音·叙乡情”香港新生代联谊活动、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理事会会议、专
题文艺演出、参观考察活动、2019年
文昌侨乡嘉年华等活动相继举行。

其中，“心系乡梓情·追梦新时
代”主题交流会将邀请海内外社团领
袖及代表、海内外青年才俊代表、港
澳台同胞、部分国内知名企业代表等
围绕活动主题，聚焦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和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开展交
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文昌南洋文
化节特别组织香港等地的青年新生

代代表参加，开展乡音乡情讲座、参
观乡土特色景点、体验民俗风情、进
行文艺联欢。

此外，专题文艺演出将邀请新
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香
港地区的文艺团体演出南洋风情
节目。

文昌侨乡嘉年华活动同样精彩
纷呈，“侨乡力量”排球精英赛、“新时
代·新文昌”主题摄影展暨“魅力文
昌·翰墨飘香”海内外书画交流展、

“美味侨乡”特色美食展销品尝会、沙
滩排球赛等将陆续开展。

为配合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文
昌市还特别推出“全球文昌籍华侨华
人同胞祝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短

视频征集活动，希望通过侨胞的点
赞，助力家乡发展。

4月3日，文昌市还将举办文昌
全域旅游发展论坛暨文昌市旅游推
介会，将有来自各地的旅游行业精
英、国内外旅投集团、景区运营商、行
业媒体代表等200余人参会，从多维
度、多方向解码“旅游+产业”发展新
逻辑，吸收和传播各地全域旅游建设
成功经验，为文昌乃至海南的全域旅
游发展建言献策。

此次活动由文昌市委、市政府主
办，文昌市委宣传部、文昌市政府外
事侨务办公室、文昌市归国华侨联合
会承办，海南省侨务办公室、海南省
归国华侨联合会协办。

文昌龙楼百姓吃上
“航天旅游饭”

2019 年第八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新闻
媒体通气会上，文昌市龙楼镇相关负责人通报
了文昌龙楼航天小镇的发展情况。据介绍，在
航天发射场的辐射带动下，2018年龙楼全年接
待游客达到30万人次。近几年，有条件的龙楼
居民、农民纷纷转行创业和就地就业，吃上了

“航天饭”“旅游饭”。龙楼镇墟现有 900多家
商铺、32家酒店和宾馆，创造了5000多个就业
机会。

与此同时，各方投资者也纷纷涌入，以“航天”
命名的宾馆、酒店、电器城、家具城等陆续开业。
该负责人表示，今后，文昌龙楼将继续以航天发射
场为核心，做优航天滨海旅游产业，统筹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城镇功能，补齐城镇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短板，打造“宜居、宜
业、宜游”旅游和生活环境。

2018年

文昌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31.14亿元

同比增长6.3%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5个百分点

数说文昌发展

旅游方面
2018年接待游客320.8万人次，

同比增长12.3%

固定资产投资

200.33亿元，增长1.8%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14.3个百分点

（本版策划/撰稿 贾飞 良策）

孔庙获评 3A 级

景区，启动宋氏文化园
建设，龙楼好圣航天科

技小康村等 9个乡村

获评星级乡村旅游点

2019年第八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举行

300余名华侨代表叙乡情谋发展

⬆ 文昌孔庙。
⬅ 3月31日，在2019年第八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举办期间，“识乡音·叙

乡情”香港青年回乡研学活动在文昌开展。图为香港青年在文昌孔庙研学考
察。 文昌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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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晴天坑洼沙尘满天、雨天泥泞难行的灵山镇灵桂路（见左上图），已变成一条宽30米平整崭新的沥青路（见下
图）……3月31日，灵桂路改造一期工程实现功能性通车，市民到车管所办事，或从江东新区到机场有了新的路线可选
择。灵桂路西起琼文大道，东至灵桂路中段，道路规划宽30米，长约1000米。 本报记者 古月 通讯员 晨建 摄

第31届海南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落幕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 （记者
王玉洁 通讯员焦牧溪）3月31日，
主题为“创新·体验·成长”的第31
届海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海
南大学落幕。大赛将从获奖的青少
年创新项目中选拔最优秀的项目，
参加今年7月在澳门举办的第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本届比赛自去年10月启动以来，
共收到参加作品597项。其中，青少
年科技创新项目301项，科技辅导员
创新项目58项，科技实践活动50项，
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188幅。

据了解，全省共有200多名师
生的作品参与大赛终评。最终，
143个青少年科技创新项目、5个科
技辅导员创新项目、10个科技实践
活动项目、30幅少年儿童科学幻想
绘画获奖。

省科协有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比
赛为全省青少年和科技辅导员搭建
了一个科技创新活动成果展示交流
的平台，培养了青少年和科技辅导员
的科学道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积极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灵桂路一期实现功能性通车

海口江东新区再添“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