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击黑恶势力

■打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14个
■破获黑恶类案件 119宗
■抓获犯罪嫌疑人 174名
■判决团伙4个21人
■缴获涉案资金355.4万元

深挖“保护伞”

■掌握“保护伞”线索21条
■查处8人

打击欺行霸市

■打掉运霸团伙2个
■打掉村霸团伙4个
■打掉非法采砂团伙9个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开展反电信诈骗工作以来，共抓获
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2442名

■打掉团伙376个
■缴获、冻结赃款2358.8万元

关注儋州扫黑除恶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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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符其兴

近一年来，儋州市不断提高政治
站位，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
部署，对黑恶势力保持高压打击态
势。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儋州市扫
黑办获悉，儋州市持续一年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打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14个，破获黑恶类案件119宗，抓获
犯罪嫌疑人 174 名，批准逮捕 120
人，移送起诉83人，提起公诉45人，
判决团伙4个21人，缴获涉案资金
355.4万元。

提高站位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去年2月，儋州市成立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从政法
委、公检法司等部门抽调13名精干
人员组成专班全脱产、实体化办公机
构。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机构，实行双
组长制，市委书记袁光平和市长朱洪
武担任组长，全市各镇和市直成员单
位全部成立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把
专项斗争摆在突出位置。儋州市委
先后召开19次常委会或专题会，研
究实施方案、行动计划、经费保障、技
术装备、队伍建设、基层基础建设等
重要问题。儋州市政府多次召开常

务会议研究部署扫黑除恶重点工作，
共核准拨出工作经费6490万元，批
准成立扫黑反诈巡查大队、生态警察
支队和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等。

重拳打击
大力整治重点领域

聚焦影响儋州大局稳定、影响儋
州人民安全感、影响儋州营商环境的
突出问题，儋州将扫黑除恶细化为十
四类重点打击整治内容，确保打得
准、打出实效。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儋州打掉以徐某伟、王某才为首的故
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开设赌
场等黑社会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
39名；打掉以赵某为首的寻衅滋事、
非法采矿、聚众哄抢、故意毁坏财物
等黑社会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17
名，侦破案件6起。打掉以谢某仕、
许某强、梁某文、盘某科、刘某光、羊
某传、郑某培等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6名。

加强线索摸排，一查到底。儋州
市构建完善线索摸排核查机制，由重
点行业、重点领域职能部门负责牵
头，其他相关单位配合，通过线索排
查核准、定期会商研判等方式，快核
查、快收网、快破案，实现对涉黑涉恶
线索问题快速摸排传导。排查线索
193条，通过线索排查打掉涉黑涉恶

团伙8个。
严肃执纪执法，打网破伞。儋州

市认真贯彻“两个一律”（即对涉黑涉
恶犯罪案件一律深挖其背后腐败问
题，对黑恶势力关系网和“保护伞”一
律一查到底）的要求，制定《儋州市纪
委监委关于集中打击党员干部和国
家公职人员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
伞”等问题工作方案》等3个方案，
抽调4名办案骨干专司其职，对“保
护伞”线索深挖，掌握“保护伞”线索
21条，查处8人。对木棠镇积万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羊明珊，中
和镇环龙村委会副主任羊雄德等村
干部充当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保护
伞”问题立案审查；对给非法采砂团
伙充当“保护伞”的儋州市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水保中队长、水政大队负
责人刘海平及儋州市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春江组组长麦其慧立案，给予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严惩
行业乱象得到遏制

儋州市摸排欺行霸市线索，共打
掉运霸团伙 2个，打掉村霸团伙 4
个，整治砂霸领域方面，打掉非法采
砂团伙9个，取缔非法采砂点67个、
洗砂场 73个，违法销售点126家。

整治“菜霸”中，共排查农贸市场41
家摊位3301个，约谈经营者和市场
开办者97人次。

儋州市将电信网络诈骗视为“软
恶”，与专项斗争结合起来，从严打
击。共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2442名，打掉团伙376个，端掉窝点
403处，侦破案件2282件，缴获、冻结
赃款2358.8 万元，提起公诉329件
678人，判3年以下312人，判3-5年
刑期80人，判刑5年以上的93人。

综合治理
夯实基层基础工作

为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儋州
制定《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集
中开展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实
施方案》，对27个软弱涣散村基层党
组织进行分类指导，配齐配强27个
软弱涣散村第一书记，将扫黑反诈工
作与乡村振兴、扶贫工作同部署、同
推进、同落实、同验收，将435名驻村
扶贫工作队员党组织关系转到所在
村，挂任所在村党支部副书记或支部
委员，并兼任所在村党组织党建工作
指导员。调整14名不胜任、不合格、
不称职的村党支部书记，整改转化软
弱涣散村8个，巩固提升19个。制定
《儋州市农村（社区、居）党组织书记考
核监督管理办法》，坚决把那些受过

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等
问题的人员，从村级干部队伍中清理
出去，从农村致富青年、回村优秀大
学生、复员退伍军人中物色一批优秀
人才，纳入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后备
干部队伍培养。

儋州市创新思路，制定村（社区、
居）党组织巡察工作方案，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村（社区、居）党组织延
伸，将开展专项斗争情况列为重点巡
察监督内容，把操纵破坏村（社区、
居）事务的宗族宗派、欺压百姓的“村
霸”等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作为巡
察重点对象。

儋州市组建50人的扫黑反诈巡
查队，进驻10个重点乡镇，与当地司
法所、综治中心、村“两委”干部组成
群防群治队伍，加强重点人员管控、
线索摸排、综合治理等，进一步夯实
基层建设基础。

袁光平说，根据中央和省委部
署，儋州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增强斗争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加大宣传力度，强化线索排查，开
展专案攻坚，壮大专项斗争力量，健
全长效工作机制，强化督导考核，为
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压倒性胜利
作出儋州贡献。

（本报那大4月15日电）

潮起西岸 2019年4月16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苏庆明 美编：陈海冰A06

本报那大4月15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高琼芳）为垄断客运经
营线路，获取非法利益，一犯罪团伙
采取暴力手段，为非作恶，欺压百
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4月
15日，儋州市人民法院以犯寻衅滋
事罪对该团伙成员作出判决，刑期
最长的达9年。

法院审理查明，自2016年起，

被告人梁某文在儋州市汽车总站
经营那大至乐东客运线路期间，
为垄断客运经营线路，获取非法
利益，通过金钱笼络被告人张某
变、李某耀，指使张某变、李某耀
纠集被告人王某、余某铿、谢某
炯、李某世等人，先后 9次对与其
有矛盾纠纷的车主采取打人砸车
等暴力手段，实施寻衅滋事违法

犯罪行为，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
影响。

根据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性质、
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有
关法律条款、规定、解释等，儋州市
法院以犯寻衅滋事罪，对梁某文、张
某变、李某耀、余某铿、王某、谢某
炯、李某世等7人，判处9年至3年2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儋州法院审判一起涉恶案件

一“路霸”团伙被法律严惩
本报那大4月15日电（记者周

月光）海南日报记者4月15日从儋
州市扫黑办获悉，为充分调动群众
举报黑恶犯罪线索积极性，儋州市
把举报黑恶犯罪团伙线索最高奖励
提高到60万元。

据介绍，打掉一个儋州市黑社会
性质组织，认定提供线索有效者最高
奖励将达到60万元，比之前的50万

元增加了10万元。其中，举报抓获组
织头目的，每名奖励2万元；举报抓获
骨干成员的，每名奖励1万元；举报抓
获一般成员的，每名奖励5000元。
举报邮箱：dzga_110@163.com；举
报电话：0898-23363111，非工作时
间可直拨报警电话“110”；举报信件
投递地址：儋州市那大镇伏波路公安
大楼A1401室。

儋州加大举报奖励力度

举报黑恶犯罪线索最高奖60万元

（一）威胁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特
别是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
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

（二）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
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
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
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破坏干
扰我市乡村振兴计划实施的“村霸”

等黑恶势力；
（四）在征地租地、清理土地“三

过”、棚户区改造、拆迁安置、项目建
设等过程中敲诈勒索、煽动闹事的黑
恶势力；

（五）在建筑工程和材料供应、交
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
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

违法违章建筑、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六）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仓

储物流、车站码头、旅游景区、宾馆饭
店、娱乐休闲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
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
黑恶势力；

（七）操纵、经营涉枪涉爆等违法
犯罪活动和电信网络诈骗、传销、“黄

赌毒”等黑恶势力；
（八）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

黑恶势力；
（九）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

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十）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

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十一）阻碍“一创两建”工作，危

害校园安全，扰乱农垦（农场）改革、
国有企业改制，插手医患纠纷等的黑
恶势力；

（十二）大肆举办封建迷信、入祠
入庙等活动，借机蛊惑、欺骗、要挟群
众，进行敛财的黑恶势力；

（十三）打着“信访维权”的旗号，
煽动、组织、串联群众进行非访、闹
访、缠访的黑恶势力；

（十四）其他未尽领域、行业、重
点工作中存在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行为。

儋州14个扫黑除恶重点领域

儋州供电局售电量
一季度同比增长12.8%

本报那大4月15日电 （记者周月光 通讯
员马胜杰）供电量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今年
第一季度，儋州供电局总售电量完成8.04亿千瓦
时，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比增幅达到12.8%。

统计数据显示，儋州供电局售电量大幅增长，
主要受益于第二产业售电量完成5.5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4.1%，第二产业的售电量和增长率在
三大产业中位居首位。

据介绍，一季度儋州供电局售电量增长迅猛
的主要原因是洋浦开发区大客户用电需求增长以
及儋州、洋浦地区投资项目拉动。一季度，儋州供
电局辖区（含洋浦、昌江、东方）工业客户用电量同
比增长13.6%，电量增加6399.3万千瓦时。

儋州供电局有关负责人说，一季度售电量迅
猛增长，与儋州供电局加大电网投资力度也有关
系。一季度，儋州供电局电网基建项目完成投资
7462万元，完成进度计划169.6%，基建项目投
产计划完成率为100%，应投产的25个基建项目
全部投产；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99.8%，同比提
高0.6个百分点，安全平稳的电力供应也促进售
电量提升。

结合扫黑除恶严打电信诈骗

去年以来临高
破获案件281起

本报临城4月15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逵 陈日升）临高县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
来，把扫黑除恶作为核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最
基础的保障工程来抓，坚持高位推进、重拳扫黑、
铁腕除恶、奋勇攻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
性成效。

临高县公安局打击盗抢骗专案组有关负责人
介绍，针对辖区电信诈骗较为突出的问题，2018
年以来临高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281起，打掉电
信诈骗犯罪团伙7个，抓获电信诈骗嫌疑人140
人，协助外地警方抓获99人。

据了解，扫黑除恶工作开展以来，临高县专门
组建了专业扫黑队伍，以专业合成作战机制扫黑除
恶和专班工作机制专案攻坚，对公职人员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立案3件3起，涉案人员3名。同时，
加大对非法采砂场集中重点打击力度，共查处取缔
非法采砂点101处，立案43起，刑事拘留4人。

截至目前，全县共打掉2个涉黑团伙、3个涉
恶团伙，抓获团伙成员76人，破获刑事案件65
宗。其中摧毁的两个涉黑团伙共抓获成员65名，
破获刑事案件55宗，缴获枪支2支，查封扣押冻
结涉案资产2600余万元。全县社会治安持续向
好，人民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儋州今年推出
9种消费扶贫模式

本报那大4月15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李秋欢）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儋州市扶贫办获悉，
为进一步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渠道，建立完
善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儋州市今年推
出9种消费扶贫模式，鼓励引导社会各界消费贫
困地区产品和服务，以消费促进贫困群众增收。

（一）系列集市展销
鼓励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学校、

城市医院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贫困地区产
品。举办系列“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计划在那
大城区举办3场市级层面的爱心扶贫集市活动。
每个镇举办2场消费扶贫赶集活动。

（二）龙头企业带销
鼓励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电商企业、

大型超市采取“农户+合作社+企业”等模式，对贫
困家庭的产品进行收集、分级、包装、检测、品牌设
计、商标注册，实现农产品保值增值。

（三）宣传推介展销
利用海南爱心扶贫网平台及省冬交会、省少

数民族文化节等重要载体，集中宣传推介贫困地
区农副产品，推动参与消费扶贫各类主体需求与
贫困地区特色产品供给信息精准对接。

（四）商场超市直销
广泛开展“买产品、献爱心、促脱贫”消费扶贫

活动，组织引导在大型商超、农贸市场和主要农产
品批发市场等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开设贫困地
区农产品销售公益专区、专柜。

（五）电子商务营销
选定几家电商企业与海南爱心扶贫网对接，

建立电商企业销售奖励办法和电商企业物流配送
补助办法。建立贫困地区农产品滞销预警机制，
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六）基地认领订销
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发布名优特产品

产地信息，引导党政机关干部、社会组织、爱心企
业等到农产品原产地，认领贫困群众土地、经济
林、养殖等“种养+”项目，推动体验消费扶贫。

（七）旅游带动促销
引导贫困地区特色产品进景区、进宾馆、进饭

店，在重点旅游景点设立贫困地区农特产品专区，
打造“农业观光＋旅游购物”等扶贫产业链，实现
旅游扶贫与消费扶贫的高度融合。

（八）帮扶单位助销
定点帮扶单位、驻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

结对帮扶干部对所帮扶贫困村、贫困户农产品销
售需求进行摸底，组织参加区域性爱心扶贫消费
活动及农产品展销会。

（九）干部职工购销
各单位、各部门组织发动本单位、本部门干部

职工，通过单位临时团购、订单式生产认购或个人
爱心认购等模式，线下或登录爱心扶贫网购买贫
困户农产品。

儋州健全扫黑除恶体制机制，对黑恶势力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一年来破获黑恶类案件119宗

儋州湾生态渐恢复

招潮蟹有了
快乐天堂

近日，在儋州市儋州湾红树林
下，招潮蟹“大军”成群结队出没在
滩涂上，十分壮观。近年来，儋州
湾红树林得到较好保护，生态链逐
步恢复，给海滩上的小动物带来了
丰富的营养物质，使得此处成为招
潮蟹“大军”的快乐天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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