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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黑猪精瘦肉
黑猪肋条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冰鲜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未经处理，按把换算

农贸市场均价
18.50
12.13
55.65
59.50
15.02
6.68
25.50
4.94
5.19
5.21
3.39
2.71
4.46
3.80
4.71
3.05
2.81
2.42
6.53
2.65
4.65
3.15
2.54

日环比
-10.84%
-5.49%
0.94%
0.75%
0.27%
0.30%
2.57%
-2.03%
-0.24%
-1.17%
0.31%
-0.24%
1.68%
0.05%
0.18%
0.56%
-0.06%
-2.74%
-0.37%
-2.18%
-1.15%
-1.73%
1.90%

今年3月，陵水黎族自治县公
安局接到关于以董亚强（绰号：“地
主强”）、董国锋等为首的黑恶势
力、宗族势力长期在陵水椰林镇侵
占农田、破坏农田、横行乡里、霸占
一方、非法敛财的涉黑涉恶线索。
接到举报线索后，陵水公安局党委
高度重视，立即组织警力对该线索
进行核查侦办。

经查，自2010年以来，以董亚
强、董国锋为首的宗族势力，在陵
水椰林镇桃万村一带横行乡里、称

霸一方，以非法占用村集体用地、
农田的方式谋取私利，非法敛财。
董国锋系陵水椰林镇桃万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其在任期间
任人唯亲，牢牢掌握村委会的话语
权，长期把持基层政权。董亚强纠
结社会闲散人员以暴力、威胁、恐
吓的手段称霸一方，横行乡里。老
百姓对其兄弟俩的行为敢怒不敢
言。

董国锋出面打着政府征地的名
义，大量占用农田，再由董亚强利用

社会上的力量、纠结社会闲散人员
对不同意征地的村民进行暴力殴
打、威胁恐吓、强占大量村集体农
田并对占用的农田大肆进行开挖，
将挖出来的泥土进行贩卖，从中谋
取暴利。该团伙在陵水地区实施
强买强卖，非法高利放贷，非法采
砂，非法占用农用地、集体地等行
为,涉嫌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故意
伤害、非法采砂、非法拘禁等违法犯
罪事实，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
秩序，侵害百姓切身利益。

5月5日，省公安厅组织陵水
公安局、省森林公安局、屯昌公安
局共100余名警力，对董亚强、董
国锋为首的涉黑涉恶宗族势力开
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了董亚
强、董国锋、谭召强等13名犯罪嫌
疑人，扣押查封涉案人员资产共计
约合2500万元，现金35万元，扣押
车辆9辆、枪支2支及金银首饰、烟
酒一批。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本报海口5月6日讯）

海南警方通报3起涉黑涉恶团伙案件情况

这些“黑老大”都栽了

今年1月，省公安厅收到关于
万宁市万城镇永范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潘海文涉黑涉恶线索
后，厅党委高度重视。3月8日，省
公安厅指定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
局侦办该案，龙华分局立即从分局
各部门抽调120名业务骨干组成专
案组，全力侦办该案。

经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以潘海文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
伙，在万宁市永范村一带，长期以
暴力手段称霸一方，把持基层政
权，非法侵占公私财物，涉嫌故意
伤害、寻衅滋事、妨碍执行公务、强
揽工程、强迫交易、非法持有枪支、
非法收购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等违
法犯罪行为，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和
经济秩序，侵害百姓切身利益。

5月3日晚，海口市公安局龙
华分局组织200名警力，对潘海文
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开展集中收网
行动。当天19时至22时许，专案
组集结多方力量，在省公安厅的指
挥下，兵分多路，安排20余个抓捕
组在万宁市区域多地对该团伙成员
实施同时、统一抓捕，一举将潘海
文、符厚良、潘海冲等17名主要团

伙成员抓捕归案。经对相关人员及
场所开展搜查，目前查封扣押汽车
4辆、名酒约180箱、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玳瑁5只、象牙3只、沉香花梨
制品11件、金银首饰40余件，现场
缴获改制枪支1支，现金约65万
元，冻结银行资金200万元左右。
目前，专案组仍在对该团伙的其余
成员进行调查和抓捕。

今年 2月 21日，省公安厅收
到关于文昌市王维挺等涉黑涉恶
团伙的犯罪线索，在前期核查的
基础上，确定为“王维挺为首的涉
黑团伙案”，并指定由澄迈县公安
局负责侦办。

经查，自2004年以来，以王维
挺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在文昌市
蓬莱地区，长期以暴力、威胁或者

其他手段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
压、残害群众，涉嫌故意伤害、寻衅
滋事、强迫交易、赌博、干扰基层组
织选举等多起违法犯罪行为，涉案
金额达1亿元，严重破坏当地经济、
社会和生活秩序。

4 月 16 日凌晨，省公安厅刑
警总队组织澄迈县公安局、海口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万宁市公安

局、定安县公安局共 400 多名警
力，分成 49个行动小组在文昌、
海口、万宁、广西桂林等地对王维
挺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开展抓
捕行动，历时 12天，成功抓获了
宋明亮、王维荡、王维斯、王德
富、叶小华等 36名犯罪嫌疑人，
缴获仿制式手枪 1 把，改制射钉
枪1把及车辆、银行卡、账本等涉

案财务一批，查封、冻结及扣押涉
案资金5000余万元。

经初审，该团伙涉嫌赌博、敲
诈勒索、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
秩序、故意伤害、非法持有枪支等
多起违法犯罪。目前，对该犯罪团
伙的在逃成员正在继续抓捕，对该
犯罪团伙的所有犯罪行为正在进
一步侦查审理中。

潘海文为首的涉黑涉恶团伙：

长期以暴力手段称霸一方，把持基层政权

王维挺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

长期以暴力欺压群众，涉案金额达1亿元

董亚强、董国锋为首的涉黑涉恶团伙：

称霸一方，非法强占土地谋取暴利

海口警方12天抓获
电信诈骗嫌犯125人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袁文豪）近日，海口警方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雷霆三号”抓捕行动，组织优势警力，对群众深恶
痛绝的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开展集中打击，4
月18日至29日期间共抓获电信诈骗嫌疑人125
名，捣毁一批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扣押电脑、手机、
银行卡等作案工具一批。

据了解，海口各级公安机关多警联动严厉打
击惩处微信招嫖类、网络贷款类、网络冒充客服
类、冒充熟人类、机票改签类、游戏币类等突出的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连续摧毁一批诈骗窝点。其中，
4月18日海口警方在省公安厅组织的“蓝天行动”
中，抓获电信诈骗嫌疑人17名，已移交儋州公安机
关处理；4月19日，海口秀英警方协助新疆警方在
海口长堤路某大厦打掉一个感情聊天类投资诈骗
窝点，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62名，查扣电脑80余
台、手机100余部；4月24日，海口龙华警方协助江
苏徐州警方在海口国贸路某大厦捣毁一个电信诈
骗窝点，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查扣手机20
部、电脑8台；4月25日，海口龙华警方协助上海警
方推毁一个“比特币交易”诈骗团伙，在多达23处
藏匿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查封电信诈骗窝点
2个，查扣手机数十部、电脑若干台。

■ 本报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 陈炜森 田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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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从潘海文豪宅
搜出的名表。

警方抓捕潘海文的现场。

警方在潘海文豪宅里查扣的大量
贵重物品。

潘海文的豪宅。

抓捕陵水涉黑涉恶团伙成员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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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滥用众筹透支善心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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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玉龙

违规校园贷岂能成难治之疾

■ 张永生

“教科书式反偷拍”
并非治本之道

■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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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名夺利”为哪般
家长想方设法为参加各类才艺

表演比赛的孩子拉票，有的甚至不
惜花钱买礼物来“刷票”，已经成为
微信朋友圈“一景”。日前，有媒体
记者调查发现，发起投票的主要是
才艺培训机构，相关商家不仅通过
投票活动做广告，还能与平台按比
例分成家长们的“刷票钱”。

看罢报道，令人心头一沉，原来
朋友圈拉票藏着这么多猫腻。可怜
天下父母心，一些商家利用家长们
望子成龙的急切心情，固然很不厚
道，但家长们亦当有所反思。儿童

才艺表演比赛，重在参与，本不该把
名次看得那么重。即便要争取好的
名次，也得靠孩子的真本事，而不能
剑走偏锋。教育最忌的是功利心
态，倘若一味“争名夺利”，不仅偏离
了参与活动的初衷，还会在无形中
给孩子增添焦虑。这正是：

为儿拉票朋友圈，
刷票不惜漫撒钱；
教育自是长远事，
急功近利最下般。

（图/朱慧卿 文/张永生）

日前，一项慈善众筹在舆论场上
引起轩然大波，让发起人及众筹平台
深陷其中。媒体报道，相声演员吴鹤
臣突发脑出血，他的家人在水滴筹众
筹100万元捐款。然而，很快有网友发
现，吴鹤臣父母名下有两套房，家中有
一辆车，本人也有医保。目前，虽然吴
鹤臣的家人已经关闭众筹，相关平台
也证实其家人并未提现捐款，但回顾
整个事件，仍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

缓急人之所有。发起众筹并无身

份限制，公众人物同样有寻求捐助的权
利，有车有房者也不应被排除在获得捐
助之外。然而，无论通过何种渠道，无
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不能忘了，慈善离
不开透明，善心容不得被利用。平心而
论，吴鹤臣突发疾病、危及生命，值得同
情，送医治疗急需大笔钱款，其家人情
急之下通过众筹平台筹集医疗费用，也
无可非议。问题是，其家人在发起众筹
时并没有充分披露家庭的真实经济状
况，甚至还自称是无房产的“贫困户”，
这一点无疑让众多网友难以接受。

如果说存在滥用众筹之嫌，是吴鹤
臣家人众筹一事引发舆论强烈质疑的
主要原因，那么，相关平台管理上的粗
枝大叶则是引爆舆论批评的另一个重

要因素。纵观整个事件，人们一方面感
受到了众筹平台的力量有多强，短短几
天，先后有5200多人参与捐款，筹集善
款近15万元；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相关
平台的管理漏洞有多大，求助者的家庭
经济状况全凭发起人填写，甚至对是否
贫困户这样可以通过询问证实的信息，
平台也没有认真核实。这也难怪涉事
发起人会出现各种“误操作”。事实上，
类似情况并非上述平台一家独有。

表面上看，众筹平台只是提供筹集
善款的渠道，发起人填写的情况真不真、
实不实，应由其自己负责，至于捐不捐、
捐多少，也是行善者个人的事情。实际
上并非如此。要知道，很多时候，人们之
所以愿意向素昧平生的求助者伸出援助

之手，奉上一份善款，不仅仅是出于恻隐
之心，背后还有着对相关平台的充分信
任，相信他们已经对相关信息进行了严
格审核。不让这份信任掉到地上，相关
平台责无旁贷。如果等到问题出现了，
受到公众质疑了，才站出来说这委屈诉
那苦衷，或者两手一摊说没权力、管不
了，恐怕于情于理都讲不通。

善心需要激发，同样需要呵护。
众筹平台为慈善拓宽了渠道，让很多
急需捐助的人得到了帮助，让行善者
的爱心得到了表达，对此，人们是有目
共睹的，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但平
台管理者也应意识到，建平台只是第
一步，接下来还要想方设法立规则，用
心用力为善心把好每道关。惟其如

此，才能防止平台被滥用、善心被利
用，否则，不仅会消磨人们对平台的信
任，更会挫伤人们对慈善的信心。此
前就有媒体曝光有人把众筹当做了一
种顺手的工具，借此消费大众善心，谋
取个人利益，而且还成功了。前车之
鉴，切不可等闲视之，曾经的事故，更
不能只当故事来听。

问题不是公众人物该不该发起众
筹，而在于相关信息是不是透明；关键
不在于众筹平台有没有审核权，而在
于能不能扛起责任。一次本应体现慈
善温情的众筹，却暴露出各种问题，甚
至沦为一场互相猜忌，这说明：为善心
善意护航，为慈善公信加分，众筹平台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民日报：人生因奋斗而增
值。“一块不贵的手表，因为我戴过了，
所以身价百倍”，这样的表达霸气，更
接地气。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往往
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轨迹，中国第一位
女实习舰长韦慧晓的传奇经历，正鲜
活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点。做有意思
又有意义的事，把个体追求纳入时代
召唤中，这样的奋斗人生更能增值。

@半月谈杂志社：垃圾问题升级
了，治理短板咋破解？当前，一些地
方正面临从过去单一的“垃圾围城”
困扰到“垃圾综合征”的新形势、新挑
战。“垃圾综合征”病因可概括为：多
头管理问题、公众意识不强、缺乏法
律约束。如何对管理空白点补位，对
管理交叉点明责，形成管理合力，是当
前必须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不能让“买短乘
长”伤害购票旅客的权益。“五一”假期，
有关“买短乘长”致火车超载的议论不
断。有了这次教训，各车站在未来都应
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障购票旅客权
益，然后再在不超载的前提下照顾补票
者。毕竟，“老实人吃亏”的情况只会让
社会对“买短乘长”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这对补票者也是一种伤害。 （张 辑）

近日，青岛一家民宿房主因将摄像头装在客
房路由器里进行偷拍，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据
记者了解，发现摄像头的是一名从事信息安全工
作的消费者，他此前曾通过商业安全和隐私保护
培训了解到如何检查偷拍设备。（5月6日《北京
青年报》）

民宿涉嫌偷拍房客被发现以后，房主被拘留
了，民宿平台也退还了消费者的房费，并且把这
家民宿除名，事情看似有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
果。与此同时，由于这名消费者发现了很难被察
觉的偷拍设备，也被网友称为“教科书式反偷
拍”。然而，笔者看了新闻却一点都高兴不起
来。首先，很多人并不知道，无良房主已经偷拍
了多少入住的房客；再者，很多人同样不知道，倘
若不是这名消费者发现了偷拍设备，这样的偷拍
还会持续多久，在全国的宾馆、民宿中，还有多少
偷拍设备没有被发现。

如果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到确切的回答，那么
一次偶然性的所谓“教科书式反偷拍”又有什么
值得高兴的？这位发现民宿偷拍设备的消费者，
长期从事信息安全工作，同时他还曾接受过商业
安全和隐私保护培训，所以能够了解和掌握如何
检查偷拍设备。换句话说，从业背景和培训经
历，不但赋予了他高度的警惕意识，而且让他具
备了查找偷拍设备的能力。既然如此，那么问题
来了，这样的消费者能有几个？在所有入住酒
店、宾馆、民宿的房客当中，又能占到多大比例？
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人要么是缺乏隐私保护意
识，要么是虽然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能力发现
偷拍设备。

所以说，遏制乃至消除住宿行业的偷拍现
象，不能依赖所谓的“教科书式反偷拍”，而需要
强化责任担当，提升监管力度。首先应该担起责
任的，就是这些宾馆、民宿所在的网络平台。众
所周知，现在国内很多宾馆、民宿都是通过网络
平台接受消费者的预订，作为网络平台显然不能
只想着利益分成而忽略了安全管理，忽略了对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维护。与此同时，政府职能部门
也要承担起责任。比如青岛这家民宿，没有办理
许可证，却一直在经营，这很难说不是监管上的
漏洞。

来论

早在2017年5月，原中国银监会、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联
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
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一律暂停网贷
机构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务。然
而，“新华视点”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仍
有不少网贷机构无视规定，披上创业
贷、毕业贷、培训贷、求职贷等外衣，继
续向大学生放贷。（5月6日新华网）

形形色色的“校园贷”，不仅污染
校园净土，更让不慎中招的学子苦不
堪言，一直以来饱受公众诟病。严厉
打击之下，一些“校园贷”收了手，这是
好事。但不容回避的是，也有一些“校
园贷”套上形形色色的新“马甲”，搞出
诸如回租贷、创业贷、求职贷等花样，
其危害只会更甚。对于套路更多，陷
阱更深，逼债手段更野蛮，危害更大的

“校园贷”，无疑需要施以联合监管与
惩戒，方能最大限度压缩其滋生空间。

一方面，应增加面向大学生的正
规金融服务。学生因为缺钱，有的时
候贷款消费也是无奈之举。故此，正

规的金融服务进校园是现实需要。梳
理媒体报道就会发现，很多地方已经
积极行动起来。比如，湖北就组织各
大金融机构走进校园，搭台提供服务，
开展宣传教育，占领正规金融阵地，为
大学生上好金融课。对于这样的活
动，不妨予以常态化。

另一方面，也需要家庭与学校的
共同努力。比如，对学校来说，需要加
强校园管理，谨防一些“校园贷”的推
广与广告进入校园，而且也有必要开
设相关课程，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消费观、理财观。于家长而言，也
需要认识到，即便是孩子进入了大学
校园也不能“大撒把”，而要对他们的
消费情况多加关注，以防他们一不小
心误入歧途。

与此同时，还应在技术上多些防
范。比如，有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可探
寻与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建立针
对学生群体的风险防控模型，为规范校
园贷款做好技术工作，就值得认真听
取。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学生自身
应提高金融风险意识，别因贪图一时便
利，掉进了“校园贷”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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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警方再
灭村霸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