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三亚4月16日电（记者徐
慧玲 黄媛艳）4月16日，三亚召开新
闻发布会，公布了分别以刘庆鸯、董霞
等为首的两个黑恶犯罪团伙案件侦办
情况。据悉，三亚警方已经抓获涉黑
犯罪组织团伙头目刘庆鸯、邢增华，团
伙骨干黄瑞明、肖宗海、叶小威等一批
违法犯罪嫌疑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2018年4月，三亚市公安局经过
缜密侦查，发现在三亚市崖州区崖城
大桥、南滨路口存在大量黑车非法营
运。经查，一段时间以来，刘庆鸯、邢
增华纠结黄瑞明等人，以暴力手段非

法控制、垄断了崖城的出租车营运市
场，严重扰乱了崖城地区的出租车营
运秩序。该组织以刘庆鸯、邢增华为
首，多年来在三亚市崖州区有组织地
实施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诈骗、伪造国家机关印章、
虚开发票等违法犯罪行为，是一个明
显的黑社会犯罪组织。

2018年6月27日、2019年4月2
日晚，三亚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分两批对
刘庆鸯、邢增华黑恶犯罪团伙开展集中
统一收网行动，抓获涉黑犯罪组织团伙
头目刘庆鸯、邢增华，团伙骨干黄瑞明、
肖宗海、叶小威、黎震、郑诗凯等一批违

法犯罪嫌疑人。目前共计到案83人，
刑事拘留79人（其中已批捕15人）；现
场扣押机动车58辆、资金账本一批；冻
结银行账户资金80余万元；查封涉案
公司、个人名下土地2宗（含房产），涉案
资产价值超过10亿元。

以董霞、张丽娟为首的涉黑恶犯罪
团伙，层级分明，组织严密，多年来在三
亚市及周边地区通过有组织地实施抢
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
法犯罪活动，垄断了到三亚市旅游的俄
罗斯游客的“地接”服务，对三亚市的旅
游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恶劣影响。

今年4月9日下午，三亚市公安

局收网行动开始，共抓获涉案人员14
名，查封该犯罪团伙的两处主要窝点，
涉案财产232.41万元，扣押涉案财务
账本12箱、涉案财务电脑主机6台，
查封房产19套。

下一步，三亚市公安局将加强与
省、市相关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全面
查清上述两个犯罪组织及成员的全部
资产，依法查处该犯罪组织及成员逃
税漏税、侵吞国有及集体财产等违法
犯罪行为。三亚市公安局提醒，目前
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和充当“保护伞”
的公职人员，尽早主动投案自首，如实
交代问题、供述罪行。

三亚公布两个黑恶犯罪团伙案件侦办情况

涉案超10亿元 刘庆鸯等头目落网
现场举报、投案自首受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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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进行时

从下南洋闯荡到家门口创业致富，三代人生活变化折射小渔村巨变

田园博鳌破茧成蝶

当前，解决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人
群的融资问题正在成为各家银行和普惠
金融机构的重点攻坚目标。

自2018年以来，央行为纾困小微企
业等普惠金融融资缺口，多次对涉及小
微企业贷款的银行实施定向降准，累计
释放万亿元资金。但这仍难以解决普惠
信贷风控成本的居高不下、盈利难的核
心痛点，商业模式的创新迫在眉睫。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发 布 的《中 国 普 惠 金 融 创 新 报 告
（2018）》（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得
益于金融科技创新的加速，中国普惠金
融生态体系正日益发展和完善，正形成
全新的服务模式，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普
惠金融发展的商业可持续瓶颈。值得注

意的是，《报告》中提出的“开放式聚合借
贷服务平台模式”则是在商业模式和可
持续性创新上对普惠信贷的深化进行了
有益探索。《报告》案例披露，平安集团旗
下的平安普惠率先实践了这一普惠金融
业务模式。

把脉小微企业融资
近年来，不少机构都将小微金融视作

一块开发程度偏低的金融“处女地”，但鲜
少有人打赢这场攻坚战。传统金融机构
作为“主动脉”，如果没有“毛细血管”体
系，无法有效输血到末端的小微企业。

《报告》认为，对以银行为代表的传
统金融机构而言，在面对分布分散、需求
复杂的小微企业时，一方面缺乏风控建
模的数据支撑，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抵押
物、生命周期短、经营情况不稳定、服务
成本高等现状，囿于投入产出的“性价
比”，传统金融机构也因此失去了掘金小
微金融的动力，小微企业成为了传统融
资服务体系中的“次级客户”。

近年来，金融科技创新为推动小微金
融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单纯依靠技
术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小微企业诸多问
题。因此，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把技术和

线下金融服务体系相结合，通过商业模式
创新找出一条既符合行业发展现状又满
足小微客群需求的全新探索之路。

“开放聚合”打通多场景优势
针对目前小微金融种种的难点，以

平安普惠为代表的“开放式聚合借贷服
务平台”借助其资源挖掘、聚拢和匹配的
能力，聚合信贷业务链条中具有模块优
势的参与者，集各方的能力和资源，共同
修建“最后一百米”的引流之渠。这对于
市场供给双方都是一种更为理性、高效
的商业模式。

所谓“开放式聚合借贷服务平台
模式”，是以金融科技为基础搭建开放
式借贷服务平台，将借贷业务流程进
行模块化拆分，以标准化的聚合机制
将场景方、增信方、资金方等信贷业务
产业链中的参与主体进行连接，共同
提供借贷服务。而平安普惠这类开放
式聚合平台的具体做法，是将产品设
计、资金获取、获客营销、风险评估、增
信、贷后管理等全流程各环节模块化，
在现有监管和法规框架内向各个环节
中具有相对优势的合作方进行开放，
使各方在开放式聚合平台上共同合作

完成贷款。聚合平台模式下的协同效
应，有助于提高各方服务小微企业的
能力和效率，实现运营成本、风险成本
和资金成本的“三降”，使业务在稳健
运营的前提下形成规模效应，进一步
摊薄单位成本，促动信贷服务逐步实
现从“普”到“惠”的裂变。

资料显示，2005年以来，平安普惠已
累计为以小微、个体工商户为主的800万
借款人提供借款服务，其业务遍布全国
310个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覆盖率达
93%。为进一步推动平安普惠“聚合模
式”在金融领域的实践应用，2018年4月
4日平安普惠海南分公司成立，积极为海
南小微企业、中低收入群体等普惠金融人
群提供借款服务支持。 （撰文/晓原）

■ 本报记者 丁平

日前，在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
几位外国友人站在南强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前和雕塑合影。南强村村
民莫恒鹏看到后，并不觉得稀奇，“习
惯了！南强村虽然还叫南强村，但已
不是70年前的南强村。”

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期
间，南强村是外事会见、招商茶叙的
场所之一，世界政商界知名人士纷至
沓来。其中有一场，省委书记刘赐贵
在南强村会见了安联保险集团董事
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特一
行。“刘书记从本地特色小吃谈起，介
绍海南省情，这个小吃就是我家制作
的，让我感到很骄傲。”莫恒鹏说。

莫恒鹏生于1991年，是土生土
长的南强人。他说：“过去，家乡曾是
爷爷一直想要走出去的地方，父亲离
不开的地方。现在，是我创业致富的
地方。”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
辉。博鳌70年的变化，在莫恒鹏一
家三代人的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下南洋，这是莫恒鹏的爷爷莫壮
荣的生计。

“爷爷13岁的时候就下南洋讨
生活。当时，他在新加坡给一位英国
人当管家。他20岁时才回来和奶奶
结婚，后来一直定居在南强。”每当回
忆起爷爷这段经历，莫恒鹏总是感
觉：“太苦了，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愿
意漂洋过海闯荡？”

虽然莫壮荣起早摸黑种地，但莫
恒鹏一家，依然生活得很艰难。“我是
爷爷带大的。小时候，爷爷会把最好
的东西，都留给我。”莫恒鹏举例说，
一个咸鸭蛋，是爷爷能弄到最好的
菜，但也必须将它分成4份吃，因为
太珍贵了。

由8天车程，变为8公里车程，这
是莫恒鹏的父亲莫翠健的生活。

41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遍拂
神州大地。在海外闯荡过的莫壮荣，
看到商机，给莫翠健买了一辆东风牌
货车，让他贩卖季季蔬菜、热带水
果。“开车往返上海，一趟得8天左
右。”莫翠健回忆说，能挣钱，但长途
跋涉仍是艰辛。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进入发展快车道。“一方面，海南发展
起来了，机会多了，另一方面，我自己
年纪也大了，就不跑长途车了，回到
海口打工。”莫翠健说。

时间到了2001年。这一年2月
27日，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在博
鳌举行。至今，博鳌亚洲论坛已经走
过了近20个年头。近20年的发展，
不仅让博鳌亚洲论坛在全球日趋重
要，更让博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渔家

小镇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影响和带动
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摇身变成
海南著名的旅游胜地。

在莫翠健的记忆中，博鳌每天都在
变，变得越来越好。“怎么说呢？翻天覆
地吧！”莫翠健举例说，博鳌镇与东屿
岛一水相隔，过去，两地交通是靠渔
船。如今，一座大桥、一条海底隧道，
让两地紧紧相连；不仅笔直的道路四
通八达，漂亮的楼房也接踵而起，还有
越来越多的星级酒店和外国游客……

日新月异的博鳌也给莫翠健的
个人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琼海的
发展机会越来越多，我就回到琼海，
在一家酒店当厨师。”莫翠健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从家到工作地，只有8
公里，非常方便。工作之余，还可以
享受天伦之乐。”

在家门口创业，是莫恒鹏的幸福
生活。

2017年，琼海市启动博鳌田园
小镇建设，先后吸引到碧桂园、融创、
新发地、神农等一批优质企业参与投
资近3亿元，扎实推进特色产业小镇
和美丽乡村建设，南强村等一批项目
快速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和溯古风情为南强
村带来了充足的客源。莫恒鹏把握商
机，改造自家的房子，在今年初办起了

“夫妻树”农家乐，为游客讲述祖辈的
爱情故事，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的梦想。

农家乐的院子里，放着几张桌
椅，游客陈先生正吃着海南特色小吃
鸡屎藤、椰子鸡。一边欣赏着美丽的
自然风景，他一边感慨：“生活在这
里，真幸福啊！”

“南强村改造得这么美，我们的
生意越来越好！节假日期间，客房每
天都是供不应求。”莫恒鹏感慨地说，

“是时代的发展，让我和孩子们有了

如今的好生活。爷爷如果还在世的
话，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好生活，应该
会高兴得合不拢嘴。”

莫恒鹏的感受，是打造博鳌田园
小镇，给百姓带来幸福生活的一个缩
影。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介绍，政府
推进博鳌田园小镇建设，鼓励引导博
鳌地区村民成立6家合作社与企业
共建农业公园、美丽乡村，获得经营
性收入；近1000户村民通过土地和
房屋出租获得财产性收入；300多名
群众接受公司聘请实现就地就业获
得工资性收入；乡村旅游火爆使得农
产品叠加旅游商品属性提高农民生
产性收入；农民群众实现了从过去的
单一生产性收入到现在的财产性、经
营性、工资性、生产性四项收入并举。

据统计，2018年，博鳌镇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6843元，同比增长
11.8%。 （本报博鳌4月16日电）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本报营根4月16日电（记者金
昌波 李梦瑶 通讯员王生立 林桓伊）
4月16日下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法院公开宣判三起涉恶案件，黄伟、封
明令等9名被告人因寻衅滋事、故意
斗殴等被判刑，两个在黎母山地区逞
强称霸、多次进行违法犯罪的恶势力
团伙被铲除。据悉，这是琼中法院自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首次公
开宣判的涉恶犯罪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8

日，被告人黄伟伙同被告人黄端、黄
健、黄明财等人无故手持棍棒等器械
打砸杨丰荣的皮卡车，经鉴定，造成
损失11400元。2017年 1月 30日，
黄伟、黄元权等人与张某川、王某龙

等人发生口角后，手持钩刀等器械对
张某川、王某胜的家进行打砸，并对
张某川及其父亲张某理、王某胜等进
行故意伤害。2018年 2月28日，被
告人封明令、王玉敏、何国强等人，以

封明令为首，有组织地多次犯案，多
次持棍追逐殴打无辜群众，严重扰乱
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造成了较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两个犯罪团

伙在黎母山地区逞强称霸，多次进行
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应当认定为恶势
力。黄伟等9名罪犯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至六年六个月不等的
刑期。

琼中法院公开宣判3起涉恶案件
2个恶势力团伙被铲除，9名被告人被判刑

天涯巨变

又一家院士工作站
落地东方市
将助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八所4月16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高洁冰）近日，“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院士工作
站”在东方市揭牌成立。这是继今年3月“海南正
源水产院士工作站”落地东方市之后，在东方市成
立的又一家院士工作站。

东方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晨海
水产有限公司院士工作站”是东方市“招才引智”
的重大成果，也是东方市以高质量招才引智助推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

此次建立的院士工作站将在企业引进大量技
术人才，为企业经济转型提质起到积极作用，使其
成为渔业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交流的良好载体。
下一步，该院士工作站还将大力开展石斑鱼新品
种的人工繁育、全基因组育种等技术的研究和推
广。同时，通过院士工作站优质的技术指导与培
训，培养一批育种、养殖科学实用型人才，为东方
市水产养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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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启动

我省征招海南项目
方言发音人

本报海口4月16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韩小雨）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2019年5
月30日前，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东方市、澄迈
县需完成“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海南项目方言
发音人征召工作。

据了解，“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教育部、
国家语委为保护及保存地方语言文化而启动的一
项全国性工程，通过对调查点方言和地方普通话发
音人进行纸笔记录、录音、摄像等方式，将采录的数
据存入国家和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永久保存。

我省2019年确定的调查点共有6个，分别是
海口大昌土话调查点、三亚崖城迈话调查点、儋州
客家话调查点、儋州新州话调查点、东方军话调查
点和澄迈话调查点。

通知要求，发音人需能说地道的本地方言；具
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发
音洪亮清晰；需在本地出生和长大，民族成分为汉
族，家庭语言环境单纯，本人祖辈两代以上及配偶
均为本地人，且无在外地一年以上生活经历；除男、
女青年方言发音人可以因求学离乡外，不能有在市
（县）以外地区单次连续长住一年以上时间的经历。

具备报名条件且有担任发音人意愿的社会各
界人士可以参加应募报名。应募报名不需缴纳任
何费用，选拔、培训及采录经费全部由项目组承
担。被确定为正式发音人的，根据工作量将给予
适当报酬。采录验收合格后，省教育厅将向正式
发音人颁发荣誉证书。

三亚首赴吉尔吉斯斯坦
推介旅游

本报三亚4月16日电（记者林诗婷）海南日
报记者4月16日从三亚市旅文局获悉，“2019年
海南·三亚旅游比什凯克专场推介会”于当地时间
4月15日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据悉，
这是三亚首次走进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旅游推介。

推介会上，三亚市旅文局向吉尔吉斯斯坦旅
行商、旅游协会详细介绍了三亚旅游资源、旅游产
品、航线开发、旅游新业态等情况，并重点介绍了
面向当地的三亚旅游产品以及便利的团体免签政
策，进一步提升三亚旅游国际知名度。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看好中
亚旅游市场，将根据当地游客需求，积极开发打造
特色旅游产品，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助力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

富力海洋欢乐世界
一期园区预计年内试运营

本报椰林4月16日电（记者李艳玫 梁君穷
通讯员陈冰 胡阳）4月15日下午，富力海洋欢乐
世界举行麦迪卡斯水乐园运营预览仪式。据悉，富
力海洋欢乐世界一期园区预计今年内试营业。

富力海洋欢乐世界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
港，是一个以海洋主题公园为核心的大型旅游综
合区。规划占地面积约2000亩，分为深海之城、
探索港湾、生态海岸、冒险海洋、麦迪卡斯水乐园
5大园区。麦迪卡斯水乐园拥有13个大型戏水
项目，致力打造成为四季全时水上乐园,目前已全
面进入包装及设备调试阶段，整体完成80%。

俯瞰博鳌南强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