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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赵优
金昌波 通讯员王颖）4月2日上午，海
南高院对涉案人数众多、公众关注度
高的甘波等54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进
行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54名被告人获1年至25年不等
的有期徒刑，其中主犯甘波被判25年
有期徒刑。长期盘踞海口江东地区的
以甘波为首的黑恶势力被彻底摧毁。

依法惩处黑恶势力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甘波便伙
同陈昌红等人在居住地灵山镇东营一
带，逞强斗狠，实施强占土地、伤害村
民等违法行为，逐步称霸一方。2013
年，海口市政府对江东地区进行大开

发之后，甘波纠集陈昌红、李方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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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该团伙充当打手和帮凶，盘踞江
东一带，形成一个层级明确、人数众
多、势力庞大的组织。

该组织以暴力、威胁、煽动闹事等
手段在征地、租地、工程项目中强揽工
程、强迫交易，获取非法利益6700余万
元；长期开设赌场，供养组织成员；拥有
固定的活动地点，作为组织成员聚会、
外出作案、逃避打击的场所；大肆行贿，
以寻求“保护伞”的保护、包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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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安全感。

海口中院一审认定被告人甘波为
首的犯罪集团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对
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依法从重惩处。
海南高院经依法全面审查，认为案件

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案件事实
具有关联性，且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一审判决认定罪名准确、量刑适当；认
为甘波等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及量刑过重的上诉
意见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成立，不
予采纳。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一审判决认定，陈亚文利用担任
灵山镇东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的职务便利，为甘波取得土方、租地
等项目提供帮助，多次组织村干部及
村民开会或做村民思想工作，解决征、
租土地面临的村民阻拦问题，收受甘
波等人给予的169万元贿赂款。

段耀路利用担任公司外联部经理
的职务便利，帮助甘波承揽到“江东大
道一期”土方工程和东海岸跨海大桥项

目预制场回填工程，配合甘波办理租用
土地事宜，事后收受甘波等人给予的85
万元贿赂款和价值1.3万元的手机。

上述二人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一审分别获刑十年、二年。海南高院
二审依法审查后，认为陈亚文、段耀路
利用职务便利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谋取
利益，社会危害性大，对陈亚文、段耀路
提出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甘波涉黑案中，手握公权力的村
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为黑恶势力的滋生
蔓延提供了保护。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启动以来，海南法院与政法各机关在
对黑恶势力连根铲除的同时深挖幕
后，一批“官伞”也应声倒下。

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甘波涉黑团伙成员被抓获后，公
安机关及时扣押、冻结的现金约219

万元，查扣车辆、房产、土地等资产估
值约1亿元。

海口中院一审判决对涉黑财产全
部予以没收，对没收的财产中，无产权
证书的房产，判令主管部门拆除；对于
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首要分子和骨干
分子，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甘波名下被查封、扣押的私宅5
栋、商铺3层、仓库1层、宝马越野车1
辆、奔驰轿车1辆等财物，被一审判决
予以没收。甘波提出一审判决认定黑
社会性质组织成立于2013年8月，甘
波在之前取得的财产与犯罪活动无
关，应依法返还的上诉意见。

海南高院认为，该黑社会性质组
织虽成立于2013年8月，但一审判决
同时认定甘波等人在组织成立之前就
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并逐步积累资本，
甘波被扣押、查封的财产都与犯罪事
实相关，应当予以没收。

海口国贸火灾原因查明：

无证工人违规作业导致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潘伟）4月1日17时许，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一号
风华时代大厦6楼楼顶着火，有大量浓烟冒出，没
有人员被困。经调查，此次火灾的主要燃烧物质
为商场屋顶中央空调冷却塔的保温层，起火原因
为无证工人使用电焊切割废旧中央空调冷却塔时
火花飞溅在保温层上而引发火灾。

相关证据证实，违法行为人风华时代大厦管
理人员王某在明知他人没有电焊工资格证的情况
下，指示他人违规操作电焊机冒险作业并引发火
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对
其行政拘留10日。违法行为人电焊工人洪某在
明知自己没有电焊工资格证的情况下，违规操作
电焊机进行电焊，并引发火灾。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对其行政拘留10日。

甘波等人涉黑案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4人分别获刑1年至25年不等

儋州市法院审判
6起涉恶案件

本报那大4月2日电（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高琼芳）4月2日上午，海南
日报记者从儋州市法院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该院去年审判6起涉恶案件，严厉
惩处了一批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健康、损害他人财物、破坏
营商环境的涉恶势力犯罪分子24人。

其中，以被告人盘文科为首的6
人犯罪团伙，从2010年11月至2018
年1月间，先后4次故意毁坏海胶西
联分公司种植的橡胶苗，造成该分公
司的财产损失价值人民币24万多元，
数额巨大，严重扰乱当地社会治安和
经济秩序，破坏营商环境，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属恶势力团伙犯罪。根据
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儋州市法院以
故意毁坏财物罪，从重判处该犯罪团
伙的主犯盘文科有期徒刑 6年 6个
月；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4年9个
月至4年不等的刑期。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计
思佳）4月2日下午，海口召开市委
专题会议，对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
火工作、群众祭扫活动安保服务工
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海口全市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
树立森防安全意识，倡导文明祭祀，
严防森林火灾。

据了解，目前海口已制定了《清
明节安保服务工作方案》，明确了重
点安保、防控区域。海口4个区分
别成立了200人的应急队伍，桂林
洋经济开发区也成立了100人的应
急队伍，各个区的洒水车、灭火工具
等已全部到位。同时，海口将做好
大气污染防控工作，发放《清明节文

明祭扫倡议书》，倡导市民不燃烧高
香、不燃放鞭炮、不在祭扫场所露天
焚烧香烛、纸钱。

会议强调，海口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提高认识，将人员安全放在首
位，高度重视森林防灭火工作，确
保不发生人员伤亡。要层层落实
森防责任制，从严落实管理责任。

海口各区要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对
森林火灾隐患区域的排查。林业
部门要抓好野外火源管控，加强
对林草密集区、人员稀少区的防
火巡查。海口应急管理局提前做
好重点区域防控，提前部署应急
救援队伍，提前检查防火器材储
备等工作。

文明祭祀 严防火灾

海口部署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

扫黑除恶进行时

上山祭扫，切忌乱扔烟头，
祭扫点烛、燃香、烧纸、燃放鞭
炮，请清理周围可燃物，并进行
现场守护，防止灰烬复燃或飞火
引发火灾；

祭扫点烛、燃香、烧纸、燃放

鞭炮，请注意远离居民住宅、公共
建筑、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易燃易爆场所、山林、草
地；

祭扫活动中，车辆严禁占用、
堵塞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

车通道；清明外出前，务必确认切
断家中电源，关闭燃气开关，防止
家庭火灾的发生；

自驾车不要将易燃易爆危
险品放置车上，车上应配备灭
火器。

自驾车去祭扫、踏青，应将
车辆停放在墓区、景区停车场，
步行前往，尽量避免驾车进入墓
区、景区；

高速公路行车要注意保持安
全车距，遇雨天路滑应降低车速，

减少变道、超车等操作，遇交通拥
堵要谨记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驾车行经农村地区，遇急弯
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路段，要
严格控制车速；

驾驶面包车尤其要注意不要

超员载客、客货混装；
清明祭扫、踏青出游要乘坐

正规营运客车或选择具有正规
资质的旅行社和旅游包车，切
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
的客车。

举报有奖！

陵水整治出租车行业乱象
本报椰林4月2日电（记者李艳玫 特约记

者陈思国）针对出租车拒载、不按计价器收费、随
意拼车等行业乱象，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交通运
输局启动为期3个月的出租汽车经营秩序专项整
治工作，改善出租车运营环境。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陵水将重点抓好
以下几个方面的整治：一是车站、动车站、旅游码头
等重要位置出租汽车经营秩序混乱的现象；二是未
经许可非法从事巡游出租车、网约车、两轮摩托车
载客经营的违法行为；三是出租车拒载、不按计价
器收费、故意绕道、随意拼车、宰客等违规行为。

该县还建立有奖举报制度，鼓励广大群众对
非法经营行为及巡游出租车不打表、拒载等行为
进行投诉举报。凡举报出租车非法经营行为的，
经调查属实的，陵水交通运输局给予举报人500
元的微信转账奖励；举报出租车不打表、拒载等行
为的，经调查属实的，给予举报人100元的微信转
账奖励。投诉举报电话：8332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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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清明祭扫安全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程玲玲 马润娇）为牟取利
益，张某雄等9人在未获得烟草专卖
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经营烟草专卖
品或者在持有烟草专卖许可证后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卷烟，涉案金额高
达270万余元。近日，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据检察机关指控称，从2016年5
月开始，张某雄从广东汕头购进假冒

“硬芙蓉王”“硬中华”“软中华”等伪
劣卷烟，销往海南。张某雄通过微信
或电话与卢某、王某龙、王某飞、王某
平进行联系和交易，联系好后通过快
递方式发货。卢某从张某雄处购进
假冒伪劣卷烟后，与杨某发一起销售
给苏某芹等人，苏某芹则将购进的假
冒伪劣卷烟在万宁市东兴农场、北坡
镇、北大镇进行销售。王某龙在购进
假冒伪劣卷烟后与王某深一起在屯

昌销售。王某飞、王某平将从张某雄
处购买的假冒伪劣卷烟在澄迈、五指
山、昌江、儋州等地销售。王某孔从
王某飞处购进假冒伪劣卷烟后放在
五指山的一家小商店销售。被公安
机关查获后，经鉴定，在9名被告人
处查获的卷烟均为假冒伪劣卷烟，涉
案金额总计270万余元。

检察机关认为，张某雄、苏某芹、
王某孔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

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
可，无烟草专卖许可证，非法经营烟
草专卖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卢某、杨某发、王某龙、王某
深、王某飞、王某平销售明知是假冒
注册商标的卷烟，犯罪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悉，该案将择期进行宣判。

利用微信卖假烟 涉案金额高达270万余元
9名被告人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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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4
月 2日讯 （记者
良 子 通 讯 员 钟
坚 武艳琰）4月5
日至 7 日将迎来
清明假期，返乡祭
扫、中短途旅游流
量将大幅攀升，道
路交通安全风险、
火灾风险也随之
加大。4月2日，
海南交警、省消
防分别发布清明
交通出行安全和
消防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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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中巴车与
一辆载货农用车相撞
多人不同程度受伤送医治疗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钟玲）海南
日报记者4月2日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获悉，当天8时许，在海口市美安科
技新城安读二路与美安二街交叉十字
路口处，陈某森驾驶农用车由西向东通
过路口时，与周某驾驶的中巴车由南向
北通过路口发生碰撞，造成2车损坏、2
名司机及中巴车乘客多人不同程度受
伤送医治疗的交通事故。

接到交通事故警情后，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秀英大队执勤交警第
一时间赶至现场，开展紧急救助伤
员、交通指挥疏导以及事故现场勘查
工作。

截至4月2日17时20分许，中巴
车驾驶人周某及1名中巴车乘客已住
院治疗，2名中巴车乘客继续留院观
察，农用车驾驶人陈某森及其他5名中
巴车乘客经医院检查无碍已离开医
院。目前，该起交通事故正在进一步
办理当中。

海口公交4月至6月
推出5折乘车活动
每日可享2次优惠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徐
家启）海南日报记者4月2日从海口公交集团获
悉，从4月1日至6月30日，市民、游客乘坐海口
观光1号线双层巴士可享5折优惠。同时，海口
公交集团与海南银联公司联合开展5折优惠乘车
活动，每张银行卡每月限享30次优惠。

据悉，4月1日至6月30日，海口公交集团与
海南银联公司联合开展5折优惠乘车活动，首批
参与活动的银行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
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
南省农信社、海口农商银行、海南银行、民生银行、
中信银行。活动期间，乘客在海口公交车上绑定参
与活动的银行卡使用银联手机闪付或银联二维码
方式支付，可享5折乘车优惠，单笔优惠封顶2元，
单用户单日可享2次优惠；使用参与银行的银联IC
卡闪付可享受7折乘车优惠，单笔优惠封顶2元，
单日可享2次优惠。每张银行卡每月限享30次
优惠，银联手机闪付和云闪付APP可绑定多张银
行卡参与优惠活动。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郭景水 美编：杨薇

有的网点整墙的汽车模型展示、
充满科技感的分区布局，有的网点专
门为中、小微企业量身定制专属融资
服务方案，有的网点提供个人住房贷
款高效率审批绿色通道，自2017年至
今，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不断寻求网
点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通过打造系列
主题特色网点，让客户享受个性化金
融服务。

据了解，从2017年初开始，海南
中行为推进网点精细化管理，构建
全方位、立体化的网点分类体系，进
一步拓宽网点服务半径，加强专业
化经营能力，全面提升客户服务体
验，海南中行以“标准+特色”网点服

务体系为总体思路，围绕海南当地
特色和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推动特
色网点建设。

海南中行网点各有专长

据介绍，海南中行特色网点将率先
推广新产品，并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

海口南沙路支行、海怡支行、金牛
支行面向大众提供信用卡消费分期服
务，满足客户购车、装修、婚庆、旅游等
各类消费需求，其中购买汽车可提供
最高200万元的汽车分期业务，客户
在银行网点就能完成试驾预约、分期
购车、汽车保险等一系列围绕汽车的

专业服务。
海口金垦支行提供个人贷款绿色

通道，以个人住房贷款为主打贷款服
务，并提供商业性助学贷款、中银E贷
等消费类贷款和个人经营贷款、商业
用房贷款等经营类贷款，品种齐全，贷
款审批速度更快，放款效率更高，为客
户省心、省时、省力。

老城开发区支行以智能化、科技
感的内部环境，为海南生态软件园区
及周边近4000家企业提供“五星级网
点”的优质服务；以客户需求为中心量
身定制专属服务方案，高效率“贷”动
中小微企业成长，全方位服务中小微
企业发展，在产品、服务上精益求精、

不断创新，服务开发区企业，助力自贸
区发展。

提质增量 突出特色

海南中行渠道与运营管理部相关
负责人告诉笔者，业务品种更全、专业
能力更强、处理效率更高、服务体验更
好是所有特色网点的共性。

今年，海南中行将进一步深化特
色网点建设，扩展特色网点建设类型
和建设数量，以特色化、差异化为驱
动，为广大客户提供服务更加专业、效
率更加快捷的金融服务。

（本版撰文/裴林）

海南中行探索网点特色化发展道路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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