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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截运输车辆
索要过路费
恶势力团伙12人获刑

本报八所5月7日电（记者林晓
君 通讯员唐慧慧）5月7日下午，东方
市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符某养团伙涉恶
案件，12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9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罚。东方
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乡镇干部及
群众代表共百余人旁听庭审。

经审理查明，符某养纠集其他被告
人在东方市三家镇乐安村路口采取威
胁、随意打砸车辆、持械恐吓等手段拦
截运输车辆、索要过路费、实施寻衅滋
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交通运输
行业秩序、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以及符某养在其参与的各起
犯罪行为持续期间内所发挥的纠集和
组织带头作用，已形成一股恶势力。

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
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
依法判决被告人符某养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
利3年。被告人范某杰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4年2个月；犯抢劫罪，判
处有期徒刑4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6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6个
月。被告人符某象、吉某奎、吉某圣、钟
某流、罗某龙、罗某茂、罗某伍、罗某盈、
郑某、符某策犯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
处5年至1年不等刑罚。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自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东方法院成立
了扫黑除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
成了专业的审判团队，符某养案件从
立案到公开宣判用时22天，对涉黑涉
恶案件依法做到了快立、快审、快结。

2014 年 5 月符建荣刑满释放，同
年10月即开始与王永评、虞衡良等开
设赌场非法敛财，同时陆续招揽有犯
罪前科或吸毒的人员作为成员。该组
织通过实施开设赌场、敲诈勒索、插手
民间纠纷、高利贷等违法犯罪活动非
法获利 80 余万元，用于维系组织生
存、发展，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该组
织长期以来公然持枪支、砍刀、斧头、
钢管等凶器，在临高县加来地区多次
蒙面实施各类违法犯罪21起，共造成
1人死亡、3人轻伤和1人轻微伤的严
重后果。在加来地区开设赌场，长期
霸占宾馆客房、KTV 包厢，严重干扰
他人正常经营。强行索取保护费或者
索要免费服务，霸占砂场，对瓜菜纸
箱、槟榔销售运输车辆进行打砸，企图
非法控制加来镇销售市场，严重破坏
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其中，受

当地另一黑恶组织的符聪、符士彬等
人（均另案处理）指使，符建荣安排组
织成员实施对外地运输纸箱的车辆进
行打砸的寻衅滋事犯罪，使符聪的鑫
万达纸箱厂得以逐渐垄断加来地区纸
箱销售，并非法获利200多万元。

符建荣等19人涉黑案，经海南二
中院、海南高院一、二审依法审结，认
定符建荣纠集谢志豪等多人形成较稳
定的、人员众多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
织，符建荣系该组织成员公认的事实
上的组织者、领导者，以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伤害罪、寻
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六项罪名，判处符
建荣有期徒刑23年，剥夺政治权利5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18
人分别被判处2年6个月至19年不等
有期徒刑。

扫黑除恶，海南法院在行动

■■■■■ ■■■■■ ■■■■■

本省新闻 2019年5月8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奕霖 美编：张昕A05 综合

潘海文案涉案人员快来自首
省公安厅正告：放弃侥幸心理，争取宽大处理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海口5月7日讯（记者良子）
省公安厅5月6日发布检举揭发万宁
市潘海文犯罪团伙犯罪线索通告，号
召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主动检举揭发
潘海文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举报
线索经查实有效并经司法程序认定
的，省公安厅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

励并对线索举报人严格保密，对于包
庇、窝藏犯罪嫌疑人，为其逃避打击提
供便利条件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月3日，海南省公安厅对以万宁
市万城镇永范村潘海文为首的涉黑涉
恶团伙案件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
了潘海文、符厚良、潘海冲等17名主

要团伙成员。经查，该团伙长期以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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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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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机关正告潘海文犯罪团伙
涉案人员认清形势，放弃侥幸心理，
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
违法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省公
安厅接受群众现场举报和涉案人员
现场投案自首，并设立现场举报、投
案自首受理点。

本报海口5月7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毛雨佳 蔡莉）近日，海口
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对龙桥镇以邓某
彬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王某平
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两宗案件进
行公开宣判，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
被告人邓某彬、邓某傅、邓某良、邓某
宸、邓某东、王某仁、邓某鑫、王某平、
王某勃、邓某宬等10人有期徒刑5年
至1年8个月不等刑罚。

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1日，
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昌荣村民小组
与海南恒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作，约定共同开发昌荣村的土地，
项目名称为昌荣星城。2017年 11
月，得知昌荣星城项目进行了报建，

邓某彬多次找到昌荣村民小组组长
邓某习和恒运达公司负责人，表示要
承揽昌荣星城项目工程。承揽工程
之事没有进展后，邓某彬便指使邓某
傅，并通过邓某傅唆使邓某良、邓某
宸、邓某东等人打砸、闹事，阻扰昌荣
星城工地的正常施工，以此要挟开发
商获取工程承包权。

于是，在将近半年的时间内，迅速
形成了以邓某彬、邓某傅为首要分子，
邓某良、邓某宸、邓某东为重要成员，王
某仁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为了
牟取不正当利益，该集团成员多次通过
电话威胁、谈判、打砸电缆线杆、砍电
缆、拉横幅、到施工现场吵闹、在工地门
口及路上阻拦等方式阻扰施工。

法院依法判决邓某彬犯寻衅滋事
罪、强迫交易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以寻衅
滋事罪分别判处邓某傅、邓某良、邓某
宸、邓某东、王某仁有期徒刑3年6个
月至1年8个月不等刑罚。责令邓某
彬、邓某傅、邓某良、邓某宸、王某仁赔
偿被害单位海南恒运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824元。

另经审理查明，昌荣星城项目
2017年12月28日起陆续动工。项
目开工后，邓某鑫、王某平、王某勃、
邓某宬等人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以
昌荣村民小组与恒运达公司签订的
《合作协议书》存在纠纷、项目不合法
为借口，组织、煽动部分昌荣村村民，

阻挠昌荣星城项目工地、众荣路项目
工地的正常施工。迅速形成了以邓
某鑫、王某平、王某勃为首要分子，邓
某宬为重要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
团。该集团成员有预谋地多次组织、
煽动昌荣村村民聚集到昌荣星城项
目和众荣路项目工地，以辱骂、威胁、
恐吓施工工人，堵塞施工道路、拦截
车辆等方式阻挠施工，多次迫使项目
停工，工程进度受到重大影响，给开
发商造成经济损失，对当地的投资环
境造成恶劣影响，严重阻碍了村集体
的经济发展和权益实现。

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依法判处邓
某鑫、王某平、王某勃、邓某宬有期徒
刑4年6个月至3年不等刑罚。

寻衅滋事阻挠项目施工
两恶势力团伙10人被判刑

海口

本报万城5月 7日电 （记者袁
宇 通讯员郭媛媛）海南日报记者5
月7日从万宁市人民法院获悉，该院
日前对2起恶势力犯罪案件进行了
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判处一恶势力
犯罪团伙的4名成员陈某武、李某
杰、曹某海、邓某峰7年到2年11个
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据悉，2015年7月21日晚，被告
人陈某武得知与其有矛盾的王某等
人在东兴墟东兴桥头处吃烧烤，便
打电话叫来被告人邓某峰、李某杰
等5人进行报复，用石头、木棍扔砸
王某等人，陈某武持枪射击并致王

某轻微伤。2015年 8月10日 23时
许，陈某武因朋友刘某扬被人砍伤
一事，纠集邓某峰等人前去报复。
陈某武等人骑摩托车到东兴农场礼
兴队时，看到徐某富等人在小卖部
喝酒，因怀疑他们就是砍伤刘某扬
的人，陈某武使用携带的枪支向徐
某富等人开枪射击，致徐某富额头
及头部受伤。被告人陈某武投案
后，于2016年 3月因本次寻衅滋事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2017年1月20日约23时许，被
告人曹某海及陈某文等人在万宁市
北大墟正好咖啡厅与黄某宏等人发

生纠纷，打电话纠集了何某强、陈某
武、邓某峰、李某杰等多人到场。在
正好咖啡厅门口处，曹某海及陈某文
等人和被纠集来的人上前殴打黄某
宏与陈某何，当黄某宏和陈某何冲出
围打后，曹某海等人仍在后追打，追
赶过程中有人向北大镇政府内的道
路上扔掷“山猪炮”并发生爆炸，致黄
某宏、陈某何轻微伤。经鉴定，爆炸
现场提取送检的检材检出氯酸盐炸
药成份。

万宁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
某武、邓某峰、李某杰、曹某海等人在
万宁市北大镇、东兴农场地区交往过

程中结群成伙，经常在一起对抗、报
复与其有矛盾的其他人，共同实施了
多起违法犯罪活动，造成的社会影响
恶劣，扰乱了社会秩序，应认定为恶
势力犯罪团伙。被告人陈某武、李某
杰、邓某峰、曹某海是该恶势力犯罪
团伙成员，应予严惩。

基于以上犯罪事实，万宁市人民
法院以爆炸罪、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
人陈某武有期徒刑7年，判处被告人
李某杰有期徒刑6年10个月；以爆炸
罪判处被告人曹某海有期徒刑3年；
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邓某峰有
期徒刑2年11个月。

持枪报复他人 往镇政府扔“山猪炮”
一恶势力团伙4人获刑

万宁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南沙路45号
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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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警官18089772567

洋浦海上搜救分中心
开展海上救生演习
首次不制定方案、不提前安排

本报洋浦5月7日电（记者原中倩 林晓君
通讯员黄启炼 杨桂顺）5月7日上午，洋浦海上搜
救分中心在洋浦13号锚地开展海上救生演习，模
拟锚地锚泊船上两名船员落水“失踪”，请求救
助。洋浦海事局、国投厦港海南拖轮有限公司等
海上搜救成员单位参加了演习。

当天上午9时，洋浦海上搜救分中心接警
后，立即核实险情，第一时间启动海上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一方面组织搜救力量，发布水上安全
信息，通知过往商船协助搜寻救助；另一方面按
照南海预报中心提供的预测路径制定搜寻方
案 ，协 调 洋 浦 海 事 局“ 海 巡 11502”“ 海 巡
11503”轮及国投厦港海南拖轮有限公司“洋港
拖2”“洋港拖5”轮组成搜寻编队，并指定“海巡
11502”轮作为指挥船，前往现场开展平行扫视
搜寻。

上午10时，搜寻编队发现落水人员后，快速
释放智能遥控救援飞翼，成功救起两名落水人员，
搜救任务结束。

洋浦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海上救生
演习完全贴近实战，首次不制定方案、不打招呼、不
提前安排，并组织演习评估员全程跟踪参演单位，
评估应急处置能力，查找不足，有效检验了辖区应
急救援队伍的应急处置水平。

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琼中4家幼儿园被挂牌整治

本报营根5月7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黄
博阳）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近日对存在重大
火灾隐患的湾岭镇中心幼儿园、吊罗山中心幼儿
园、营根中心幼儿园、中平镇中心幼儿园四家单位
进行挂牌督办。

据介绍，这4所中心幼儿园总共有22个班
级835个学生。在前期消防监督检查过程中，
琼中消防大队监督执法人员发现，该4家单位
均未按规范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和消防控制室，不能第一时间发现火
灾并实施灭火，教室及寝室均安装了防盗网却
没有设置逃生窗，会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依
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办法》规定，该4家单位
均被确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琼中县政府对
4家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进行挂牌督办，要
求每家单位在今年10月 1日前要将存在的隐
患整改完成。

在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改期间，琼中消防大
队将派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定期跟踪和指导隐患整
改工作，提供技术咨询和帮助，确保隐患单位在期
限内整改完毕。

我省工商业及其他用户
单一制销售电价下调
下调5.32分/千瓦时

本报海口5月7日讯（记者梁振君）我省工
商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销售电价和输配电价下调
5.32分/千瓦时，省发改委5月7日在官网披露了
上述信息。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网企业增值
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
要求，将电网企业增值税税率由 16%调整到
13%，腾出的电价空间全部用于降低工商业及
其他用户单一制（不含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场所
用电，下同）销售电价和输配电价。我省工商业
及其他用户单一制销售电价和输配电价下调
5.32分/千瓦时。

另外，由于历史原因，我省部分商住混合物业
小区商业用电和居民生活用电合用变压器。为减
轻用户用电负担，这部分商业用电执行工商业及
其他用户单一制销售电价。以上电价调整自
2019年4月1日起执行。

本报海口5月7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赵军）黑恶势力组织之间违法犯罪行为互有交叉，如何认定组织、领导者？组织领导者应当对
互有交叉的犯罪行为承担何种刑事责任？近日，省高院发布扫黑除恶典型案例，并对符建荣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进行评析。

1.判定是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考虑其是否
为该组织的发起者、创建者，是否在
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是否对组织
的运行起着决策、指挥、管理作用。

省高院：符建荣自2014年底刑
满释放后就开始实施开设赌场犯罪
行为，大量敛财。该组织虽没有明

确的组织名称和组织规约，但成员
均系由符建荣2014年至2017年期
间陆续“招募”，并听命于符建荣。
所以，符建荣是该组织的发起者和
创建者；为维护组织的稳定，符建荣
要求组织成员必须听从其安排，组
织成员均视符建荣为“老大”，故符
建荣在该组织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
位；本案大部分犯罪事实均由符建

荣组织决策并参与实施，其指令向
骨干成员发出，再由骨干成员召集
人员。符建荣用组织非法获取的收
入支付成员日常“消费”，包括毒品
支出，同时还出资帮助组织成员潜
逃，以维护组织的稳定性，故符建荣
对整个组织的运行起着决策、指挥、
管理作用。综上，符建荣应认定为
该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省高院评析符建荣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黑社会性质组织领导者应对该组织全部罪行承担刑责

案件评析

2.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
导者应当对该组织的全部罪行承担
刑事责任。

省高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
要犯罪行为被认定为组织犯罪，该
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即应当对该

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在上述打
砸运输纸箱的车辆的寻衅滋事犯罪
事实中，虽符建荣系受另一黑恶组
织要求实施，但该起事实仍系符建
荣指使，其组织成员与另一组织成
员共同完成，故应当认定为符建荣
组织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符建荣作

为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仍应当
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当然，本起
打砸最大“受益者”是符士彬等人，
该起事实在追究符士彬组织或团伙
刑事责任时，仍应当认为系符士彬
组织或团伙的犯罪，并追究该组织
或团伙的相应责任。

基本案情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苏庆明 美编：张昕

从创业至今，胡广晓有一个矢志不
渝的远大抱负。

在2017海南省创业大赛总决赛中，
来自三亚广晓实业有限公司选送的项目

“高端食用椰子油和文创手工皂”获得了
创意类的一等奖。这个以开发海南特产
椰系列旅游产品的年轻团队，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深入挖掘海南当地特色文
化、发展文创产品、延长产业链，其目的

是“把海南特色产品推向世界”。
带领广晓公司的，正是当年大学毕

业并注册成立该公司的胡广晓。创业伊
始，他就选取了椰子的深加工产品椰子
油为突破口，建立终端渠道。

然而，公司成立之始就遇上了困
难。胡广晓说，那段时间市场尚未完全
开拓，同时正值旅游淡季，营业额寥寥无
几。但是在这最困难的时候，他始终相

信：只要产品质量过关、只要坚持发展思
路，一切都会变好。

当年，胡广晓带领公司团队参加了
海南省创业大赛，并一路过关斩将进入
了全省总决赛。“这无疑给迷茫中的我们
点了一盏明灯，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值
得做的，是能做好的。”他说。

在得到创业导师的肯定和指点后，
广晓公司的业务发展逐渐壮大，到了

2017年 10月，公司业务进入常态化。
公司专注于海南市场终端渠道建设，通
过实体旅游市场，营销以椰子为核心的
天然护肤产品、文创产品、健康产品等
极具海南特色的椰系列旅游产品。同
时，公司通过手工皂进入校园市场，组
织大学生创意小团队，系统导入创新技
法，多维度批量形成创意数据库，做足
地方特色。

但胡广晓及创业团队的目的不仅是
让公司得到更好的利润，他们还想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于是，销路稳定以后，
广晓公司还积极开展公益讲堂活动，对三
亚的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市场指导，以渠道
终端优势，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胡广晓说，接下来，公司将以椰子和
槟榔等海南特产为突破口，建立鲜果集
散中心和销售渠道，更好地帮助农民朋

友扩大产品出路。同时辅以公益讲堂，
帮助农民朋友更多更好地了解市场情
况，提高其市场认知能力，增强自身本
领。公司将打造集出品、生产、渠道、销
售、终端为一体的产业链实体企业，更加
深入地开发海南特产椰系列旅游产品，

“让更多世界各地的游客消费海南健康
绿色的特色产品。”

（策划 撰文/陈一夫）

带领公司团队持续打造椰系列旅游产品

胡广晓：让海南特产走向更广阔天地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东方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敏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 5月 7日讯 （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赵晨）海南日报记者5月 7日从省纪委监委
获悉，东方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敏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