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力垄断琼州海峡活体畜禽运输
“菜霸”犯罪团伙被端

2018年3月，上级部门向省公安厅移交了“有犯罪团伙暴力
垄断广东徐闻至海南海口之间活体牛羊运输”的案件线索。与此
同时，省扫黑办也多次接到该线索举报。省公安厅指令海口市公
安局成立专案组，对以陈恒贵、黎伟、王恒敬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
团伙立案开展侦查。

经缜密侦查，截至目前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2人（已批捕55
人），扣押车辆10辆、快艇1艘，查封房产20处，土地3宗，冻结资
金350余万元，冻结涉案公司股份折价3174.17万元，共计折合人
民币1亿余元。今年3月19日，省公安厅将该案列为第11号挂牌
督办案件。

自2014年6月至2018年1月期间，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先
后作案50余起，并与相关职能部门部分公职人员勾结，共向30余
名货主收取保护费4000余万元，强迫货主交纳船运费、码头费
1400余万元，影响了我省活羊销售市场的价格和市场经营秩序，
控制了琼州海峡的活体畜禽运输通道，威胁广大群众的食品卫生
安全，影响极其恶劣。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把持基层政权，牟取非法利益
海口“村霸”团伙被摧毁

2018年8月，海口市公安局接到省扫黑办、省公安厅《关
于王绍章为首组织黑恶团伙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举报材
料》的督办通知，在初步核查的基础上，海口市公安局成立专
案组侦办此案。

2019年1月18日凌晨，海口市公安局展开统一收网行
动，一举抓获该团伙成员16名，扣押奔驰、捷豹等品牌汽车9
辆、房产47套、银行卡一批，冻结资金31万余元。

经审讯，警方发现自2010年以来，以王绍章为首的宗族
黑恶势力长期盘踞在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国扬村一带，把持
基层政权，利用农村集体土地矛盾纠纷的热点，煽动群众闹
事，操纵群众上访，破坏农村的安定团结，并借机抢占集体土
地和群众土地来牟取非法利益。该团伙在国扬村一带横行乡
里，欺压百姓，严重扰乱当地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给当地造
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共涉嫌实施12宗刑事案件，涉及
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罪名。

目前，该案在进一步侦办中。

2 3 偷牛偷羊偷机动车
470警力出动打掉昌江盗窃团伙

2018年以来，昌江黎族自治县、东方市两地陆续发生
多起盗窃牛羊、机动车案件，且部分案件涉及扶贫领域牛、
羊，严重影响农户的财产安全和脱贫攻坚效果，社会影响恶
劣。接报后，省警方调查发现两地多起案件系一个以韦仕
祥等人为首的昌江叉河镇老羊地村籍犯罪团伙所为，并锁
定近30名涉嫌盗窃、销赃的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巨大。
昌江、东方两地公安局成立联合专案组，查清掌握涉案人员
活动轨迹。

4月12日上午，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东方支队、昌江
支队和昌江、东方公安局出动470名警力，一举打掉以昌江
县老羊地村村民韦仕祥为首的特大跨市县流窜盗窃团伙。

截至4月14日，警方先后成功抓获韦仕祥等涉嫌盗
窃、销赃的犯罪嫌疑人19名，缴获查扣机动车73辆、被盗
耕牛16头、枪支3支、管制刀具10把、2.2万元人民币现金
等涉案财物。经初步调查，该团伙曾频繁流窜在昌江、东方
等地疯狂作案，已串并案件70余起，涉案金额200余万元。

扫黑除恶进行时

中央媒体看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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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计
思佳 易宗平 刘操）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中宣部日前启动“壮丽70
年 奋斗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活动，
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赴各省区市蹲点调
研采访。在省委宣传部的统筹组织
下，4月9日至4月21日，二十余家中
央媒体记者将在海口、三亚、三沙分别
蹲点调研。在深入了解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阶
段性成果后，采访团的媒体记者们纷
纷表示对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发
展充满期待。

在半个多月的蹲点采访中，来自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求是杂志社、求是网、解放军报、光
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多家中央媒体的
记者编辑，前往海口江东新区、东寨港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12345海口市民
服务智慧联动平台、国际热带农产品
交易中心、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等
地进行了采访。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编辑黎海
华在江东新区哈罗公学等项目的采访
中，深入了解党员创新引领江东新区
开发建设的点点滴滴。“海口坚持党建
引领，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
用，强化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成立党
员先锋队、突击队，党员领导干部蹲点
一线、党员带头奋战一线，凝心聚力，
稳步推进新区建设。”黎海华称赞道。

在东寨港看到很多珍稀的红树品
种后，求是网记者、漫评主编徐辉冠非
常有感触，点赞海南为了保护好这片
红树林做的实事。同时，他也被王式
军老人几十年来坚持培育红榄李的精
神深深感动，“我们应该像王式军老人
一样爱护和保护红树林，像珍惜自己

的眼睛一样珍惜我们的自然环境。”
“海口12345热线平台集中了众

多的部门，市民游客的麻烦事在很短
时间就能够解决，反映出这个平台高
效务实。”中国妇女报记者林志文对海
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推动城市精
细化管理非常关注。4月16日，《中

国妇女报》头版刊发了林志文采写的
《以“绣花”精神打造城市品质——
12345海口智慧平台推进智慧城市建
设》，报道了平台的经验和做法。

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中央
电视台记者张芊芊深有感触地说，这
次采访了解了南繁基地为共和国作出

的贡献，“几代南繁人艰苦奋斗、辛勤
育种，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而今新
一代南繁人正在三亚这片热土上开创
新篇章。新品种的研发培育、崖州科
技城的建设、中国农作物海外推广，都
让我们看到中国正在从种业大国向种
业强国坚实迈进。”

中国青年报记者任明超表示，作
为中央驻琼媒体的记者，此次“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三沙专题采访让
自己对三沙有了新认识、新发现。“第
三次来到三沙永兴岛，看到了之前没
有的电影院，还有充满爱意的永兴学
校以及崭新的渔民定居别墅，短短的
几年间，原先最为破败的角落竟然成
了永兴岛最美丽的风景。”任明超说。

同时，蹲点采访期间，省委宣传
部、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等单位还组
织召开座谈会，向中央主要新闻单位
记者编辑全面介绍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进展情况、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取得的成功和经验，以及海南自贸
港金融先行区初步设想及海南自由贸
易账户（FT账户）体系建设成效。

接下来，采访团一行还将调研采
访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
设总体情况，全国首单知识产权证券
化创新成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等内容。采访结束后，各家
媒体将通过各自的稿件对海南这一年
来的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报道。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央媒记者来琼蹲点调研采访活动走进海口、三亚、三沙

对海南自贸区建设发展充满期待

三亚位居“五一”国内自由行
人气目的地榜首
婚纱旅拍受欢迎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 （记者赵优）“五一”
小长假即将到来。海南日报记者4月18日从在
线旅行社携程发布的《2019五一旅游趋势预测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获悉，今年“五一”小长
假预计有近1.6亿人次出游，国内游热度明显超
过去年同期，三亚成为“五一”期间人气最高的
自由行城市。

《报告》显示，随着今年放假时长的调整，预
计“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国将再现“全民出行”热
潮。参照去年的增幅，预计国内旅游人次将接近
1.6亿人次。从携程平台上数以万计的国内游订
单看，目前报名最热门的跟团游目的地分别是桂
林、北京、张家界、厦门、三亚、昆明、西安、丽江、
贵阳和宜昌。而三亚、厦门、北京、广州、成都、
上海、西安、重庆、珠海和杭州预计成为“五一”
期间人气最高的自由行城市。“五一”正逢婚纱摄
影迎旺季，三亚为众多游客婚拍首选目的地，预
订旅游拍摄婚纱照的游客数量将激增。携程一
款“三亚旅拍婚纱照4天3晚旅游+拍摄套餐”旅
游产品销售十分火爆。

在新时代
书写新的海南故事
——中央媒体编辑记者海南行主题
采访活动纪实

■ 人民日报记者 曹怡晴

4月12日至17日，来自人民日报社、新华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全国性行业类媒
体的近40名编辑记者来到海南，参加由中国记
协、全国“三教办”和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记协
联合组织的“增强四力 提高本领”中央媒体海南
行主题采访活动，围绕自贸区建设调研采访，共同
见证一个开放步伐更大、发展活力更足的美丽海
南，在新时代书写新的海南故事。

在总长8000多字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总体方案》中，有32项支持、8项取消、7项允
许和1项放宽。最好的环境吸引着最好的投资
者，今年一季度，海南新增市场主体3.59万户，平
均每天新增399户，同比增长44.70％。在海口复
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区调研采访时，经济日报
编辑张虎目睹国际离岸创新大厦引进的多家国际
孵化器，不禁感慨：“面对创新创业园中一个个充
满活力、信心十足的创业者、建设者，我们切实感
受到海南自贸区在干事创业路上奋力跑、在全面
深化改革进程中奋力改、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
奋力赶的火热实践。”

海南是海洋大省，南海是开展深海研发和试
验的最佳天然场所。4月15日，中国科学院深海
科学与工程研究所首席顾问刘心成向前来调研采
访的编辑记者透露，通过研制“蛟龙”号7000米级
载人深潜器与“深海勇士”号4500米级载人深潜
器，我国已经在10项关键核心技术有所突破，打
破了国外技术垄断，目前正在全力研制全海深万
米载人潜水器，亟待为人类揭秘深渊做出更大贡
献。采访过程中，中国远洋海运报记者吕同舟表
示：“落地三亚的深海所已顺利完成多项科考任
务。在这里，研究成果就地转化，可带动水下摄
像、水下照明、水下推进器、深水传感器设备生产
等深海产业，为自贸区建设注入新动能。”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已落下帷幕，距离
会址不到5公里的金牛岭脚下，颇具南洋风情的
沙美村吸引着远近游人。4月13日，编辑记者们
走进沙美村，感受“山水林田湖海”的完美融和。
在海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随处可见，《求
是》杂志编辑何晨琛说：“沙美村在建设美丽乡村
过程中，清退鱼虾塘600多亩，复植红树林568
亩。一个小村庄的美丽转身折射出当地对于这一
片海上绿洲、这一汪湛蓝海水的精心呵护。”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
大的本钱，是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
富。环岛调研采访一路走来，光明日报编辑刘嘉
丽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印象深刻：“行走在
海南，城市主干道两侧的椰子树、三角梅等热带
植物随处可见，曾经的臭水沟也变身为湿地公园
和湿地景观——更科学的规划、更严密的保护、
更严格的治理，让海南踏上了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并在不断探索
中越走越宽。”

（原载《人民日报》2019年04月18日06版
有删节）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金
昌波）4月18日上午，省检察院召开
海南省检察机关查办司法人员职务
犯罪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
布会，通报4名司法人员在郭斌涉
黑案中充当“保护伞”被立案查处案
件情况。

发布会通报了屯昌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原大队长陈晓乐、原民警
陈益斯玩忽职守案。经查，2013

年 4月 24日凌晨2时许，郭斌伙同
陈垂汉等人持刀追砍他人致轻
伤。时任屯昌县屯城派出所干警
陈晓乐、陈益斯接警并负责侦办该
案。在被害人明确指认系郭斌所
为的情况下，陈晓乐、陈益斯未依
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郭斌，导致5
月 15日再次发生郭斌持枪故意伤
害案。此后，作为“4·24”案的侦
办人，陈晓乐、陈益斯明知郭斌还

因“5·15”案被依法逮捕，却并未
将两案并案侦查，导致郭斌数罪变
一罪。直至 2018 年 3 月 21 日，

“4·24”案才由屯城派出所移交刑
侦大队办理，2018 年 6月，省公安
厅查办郭斌等人涉黑犯罪时才侦
破此案，并将此案纳入郭斌等人涉
黑犯罪事实。陈晓乐、陈益斯对

“4·24”案久立不侦、久立不决负
有渎职之责。2018年 12月 29日、

2019年 1月 3日，省检察院以涉嫌
玩忽职守罪先后对陈晓乐、陈益斯
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目前，
该案已侦查终结并由万宁市检察
院向万宁市法院提起公诉，案件正
在审理中。

发布会还通报了屯昌县检察院
原副检察长吴大骁、屯昌县法院刑
庭原庭长韩永煌徇私枉法案。经
查，2013年 5月 15日，郭斌持枪故

意伤害案案发，郭斌被公安机关抓
捕归案。在“5·15”案件办理过程
中，吴大骁、韩永煌受郭斌亲友请
托，分别在审查起诉与审判环节对
郭斌从轻处理，导致重罪轻判的结
果，涉嫌徇私枉法罪。今年1月21
日、3月1日，省检察院以涉嫌徇私
枉法罪对吴大骁、韩永煌立案侦查
并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仍在进
一步侦查中。

省检察机关查办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在郭斌涉黑案中充当“保护伞”4名司法人员被查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良
子）4月16日至17日，中央扫黑除恶
第18督导组分组进驻陵水、琼海、临
高、洋浦、东方、白沙6市县开展督导
工作。

17日上午，陵水黎族自治县召
开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第2下
沉组督导工作汇报会。中央扫黑除
恶第18督导组副组长南英，第2下
沉组组长张克及督导组其他成员出
席会议。

南英强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充分认识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上来，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要围绕政治站
位、依法严惩、综合治理、深挖彻查、
组织建设和组织领导等督导重点，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紧盯
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
础及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不放，
在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上下真功夫、
细功夫。要密切配合下沉督导组开
展好个别谈话、资料调阅、线索核查
等各项工作，按照边督边改的要求，
认真抓好整改工作，对于督导中发现
的问题，要及时拿出整改方案，严格
落实责任，切实整改到位，以实实在
在的成效，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
纵深发展。

陵水主要负责人表示，陵水要进
一步强化惩治效果，通过以打开路、

打防结合、打“伞”断“血”，依法依规
打击“三霸”及其他重点领域违法犯
罪行为；同时，强化监督执纪，将扫
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
结合起来，对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
至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发现
一起，严肃查处一起，为推进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营造和谐安定的
社会环境。

据了解，17日上午，中央扫黑除
恶第18督导组第1下沉组督导琼海
市工作汇报会召开。第1下沉组组
长陈良杰讲话，琼海市主要负责人代
表琼海市委、市政府汇报琼海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情况。
16日至17日，中央扫黑除恶第

18督导组第4下沉组分别在洋浦经
济开发区及临高县开展督导工作。
在汇报会上，第4下沉组组长吴久宏
讲话。洋浦经济开发区主要负责人
汇报洋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
况。临高县主要负责人代表县委、县
政府汇报临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情况。

16日至17日，中央扫黑除恶第
18督导组第3下沉组、第5下沉组分
组进驻东方、白沙开展督导工作，推
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陵水等6市县开展督导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在海南

4月10日，央媒采访团走进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红树林博物馆中了解红树林相关知识。 通讯员 苏弼坤 摄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田和新 代龙超 曾群飞）4月18日，省
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雷霆三

号”集中收网行动战果,并通报了3起
民生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例。

据介绍，4月9日至17日，全省
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18个（涉黑社会性质组织4个，涉恶
犯罪团伙14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7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6名，缴获
各类枪支3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

资产10.53亿余元；破获九类涉恶类
犯罪案件80起，抓获涉黑涉恶在逃
人员67名；打掉电信网络诈骗团伙5
个，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52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28名，查封、扣押、冻
结涉案资产15.87万余元；破获毒品
犯罪案件3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2
名，缴获各类毒品168.74克。

海南公安通报“雷霆三号”集中收网行动战果

打掉18个黑恶团伙 查扣冻结资产10.53亿余元

护眼防盲阳光爱心万里行
走进省经济技术学校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 （记者卫小林 通讯
员唐世江）4月17日晚，海南护眼防盲阳光爱心
万里行活动走进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为该校学
生上了一堂护眼防盲教育课，省残疾人基金会向
省经济技术学校捐赠了100副眼罩和海南残疾
人大学生创业团队制作的手工艺礼品，并向该校
18名残疾人学生每人捐赠1000元。

据了解，为切实执行《海南省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
考核内容，明确到2030年实现全省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的要求，
在第29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省残疾人基
金会决定举办“海南护眼防盲阳光爱心万里行走
进校园”系列活动，在全省学校广泛宣传护眼防盲
自我爱眼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