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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良
子）5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
公安厅了解到，海南省公安厅近日发
布检举揭发董亚强、董国锋犯罪团伙
违法犯罪线索通告。号召广大群众和
社会各界积极提供相关违法犯罪线
索，经查实线索有效并经司法程序认
定的，海南省公安厅将按照《海南省举
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奖励方法
（试行）》之规定给予奖励并对线索举
报人严格保密；凡对举报人进行打击

报复的，将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对于
包庇、窝藏团伙成员，为其逃避打击提
供便利条件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据了解，2019年5月5日，省公安
厅组织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省森
林公安局、屯昌县公安局，出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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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号“地主强”）、董
国锋、谭召强、胡茹、杨石义、杨贵财、
张世海、杨海俊、杨贵良、董少雄、汪亚
中、苏兴译（绰号“半脑弟”）、董怀航
（绰号“道康”）13名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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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锋系桃万村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
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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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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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机关正告董亚强、董国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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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举报地址：海南省陵水
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联系人：
黄警官 13876084849
张警官 13006061594

海南省高院拥护并配合
联合调查组调查《高院
副院长的家族产业：资
产或超200亿》等问题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金昌波）5月13
日，海南省委政法委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
《高院副院长的家族产业：资产或超200亿》等问
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召开会议，表示坚
决拥护省委决定，支持配合调查组查清事实，回应
社会关切。

海口导游行业服务
技能竞赛开赛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陈凯捷）为提升海口市导
游员服务技能和综合素质，激发导游
员爱岗敬业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
同时选拔优秀的导游员参加全省和全
国的导游大赛，展示海口市导游员的
良好形象。5月13日，由海口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等单位主办的
2019“工会杯”海口市导游行业服务
技能竞赛暨第四届全国导游大赛海口
选拔赛在海口举行。

据了解，本次大赛主题为“讲好海
口故事·展示导游风采”，比赛由初赛
和决赛组成，初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初赛将遴选出20名优秀选手参加5
月19日的决赛，并最终产生10名选
手参加全省的决赛，全省获得一等奖
的两名选手将代表海南赛区备战第四
届全国导游大赛。本次大赛将评选出
椰城金牌导游员10名、椰城服务标兵
导游10名、最佳单位组织奖3家。

陵水董亚强、董国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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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讯（记者计
思佳）提到海南粽子，猪肉和咸鸭蛋黄
是公认的最经典馅料组合。端午节临
近，又到了各个粽子企业的生产高峰
期。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防控非
洲猪瘟期间，我省全力保障市场猪肉
供应，但非洲猪瘟疫情仍对各粽子企
业的生产带来一些影响。不少企业纷
纷推出鸡肉粽、牛肉粽、海鲜粽等替代
品种，以满足市场需求。

5月14日9时，走进海南龙泉集
团有限公司食品加工厂生产车间，
工人们正熟练地用筷子将肉、咸鸭
蛋黄、糯米裹进粽叶，接着用线把粽
子捆好。不同的是，今年工人们用

来包粽子的不再是猪肉，而是鸡肉
和鸡翅。

“公司在春节后就开始筹备今年粽
子的生产销售了，其中不乏鲜猪肉粽，
部分已投入生产。今年4月，我省部分
市县出现非洲猪瘟疫情，在猪肉供应较
为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开发鸡肉
粽、鸡翅粽等新产品。”海南龙泉集团有
限公司食品厂厂长孟凡超介绍，粽子需
要十几个小时的焖煮，容易造成鸡肉口
感变“柴”，所以新品种对生产工艺也提
出了新要求，“公司从4月下旬开始研发
鸡肉粽，历时两个星期，进行了几十次
实验，终于生产出了符合客户口感要求
的粽子。”

“相比于猪肉粽，鸡肉粽的口感
更清淡，不油腻，肉质滑嫩，市场反响
不错。虽然市场的鸡肉售价比猪肉
贵，但因我们集团有自己的养鸡场，
用的是自己的原材料，所以粽子的整
体成本和售价并没有上升。”孟凡超
说，除了鸡肉粽，该集团还开发了碱
水粽、乌米粽、巧克力脏脏粽、八宝
粽、红枣粽等新品种，以满足客户的
不同需求。

万宁五月香食品有限公司也从
事粽子生产。该公司负责人赵应琼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由于猪肉供应紧
张，公司今年暂停了猪肉粽的生产，
转而生产鸡肉粽、牛肉粽、海鲜粽

等。“鸡肉、牛肉、海鲜的成本都比猪
肉高很多，售价分别为15元、15元、
35元一个。”

海南中凯安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介绍，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不少客户修改
了粽子订单，要求换成鸡肉粽、鹅肉
粽、红豆粽等。

“但猪肉粽仍是市场接受度最高
的品种。”王沸健说，往年都是合作社、
农户直接把屠宰好的黑猪肉送到企业
的加工厂。疫情发生后，政府对猪肉
运输有严格的规定。为了保证生产，
今年是企业员工去定安乡镇的各个屠
宰场寻找合格肉源。运输过程中，还

有检验、审批等环节。虽然每日的猪
肉供应量在不断加大，但总量还是跟
不上。“现在正是粽子生产的高峰时
期，往年黑猪肉粽能占到公司生产总
量的80%以上，今年占比不到65%。”
王沸健说。

值得高兴的是，定安县粽子协会
已组织当地粽子企业集体统一订购检
验检疫证件齐全的猪肉，以保证黑猪
肉粽的生产。同时，5月12日，经海
南省防控非洲猪瘟指挥办公室研究决
定并由海南省邮政管理局下发通知，
恢复海南省猪肉粽的正常寄递。“身在
异乡的海南人也能尝到家乡的味道
了。”王沸健说。

创新口味推出鸡肉粽、牛肉粽、海鲜粽、巧克力脏脏粽……

我省粽子企业今年玩新花样

全省教育系统将开展
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

严重失信者
将纳入失信“黑名单”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 （记者陈卓斌 特约
记者韩小雨）海南日报记者 5 月 14 日从省教
育厅获悉，全省教育系统将启动消防安全执法
检查专项行动工作。

省教育厅要求，5月17日前，各地各校要结
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召开专题会议，进一步明确
职责、细化任务。5月17日至10月10日，各地各
校要按照既定工作措施，开展隐患自查自改，联合
消防部门加强督查指导，着力整治各类消防安全
突出问题。

省教育厅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围绕
重点内容，对辖属学校、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专
项检查，督促落实隐患排查整改工作；要联合消
防部门，根据辖区所属学校自查自改和公开承
诺情况，在9月底前集中开展一次消防安全专
项联合执法，对于在自查、排查中弄虚作假或存
在突出风险隐患的，要严格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坚决挂牌一批、公布一批、曝光一批、处理一
批。对严重失信、隐患久拖不改的单位及其责
任人员，将纳入消防安全失信“黑名单”实施联
合惩戒。

毕业季致青春
时下正值毕业季，5月

13日，在海南大学校园，身
着学位服的准毕业生纷纷
在校园里合影留念。

据了解，今年海南大
学有近万名学生即将毕
业，他们将踏上新的征程，
书写人生新的篇章。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警方成功救下
一轻生男子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章鹏彪）5月13日凌晨，
一名微博网友打电话到海口市公安局
秀英分局秀英派出所报警称，她在微
博上看到一名男子有自杀倾向，民警
接警后，迅速赶到轻生男子所在小区，
经过一个小时寻找，最终找到服药自
杀的轻生男子并顺利送医。

据了解，5月13日凌晨，微博网
友王女士报警称，有网友在微博上写
着自己患有严重精神抑郁症，要在家
服药自杀，只知道该男子大概的体貌
特征，住美俗路某小区。秀英派出所
值班民警接到警情后找到轻生男子
所住的房子发现，男子已处于半昏迷
状态，疑似将一个月的抑郁症药物全
部吞食。在送医院抢救后，男子转危
为安。

随着洗钱手段不断翻新,洗钱手法日益复杂，洗钱行为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在金融业反洗钱力度不断
加大的背景下，特定非金融行业面临的洗钱风险急剧增加。为预防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遏制洗钱犯罪和相
关犯罪，加强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与辖区特定非金融机构
相关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通力合作，共同开创辖区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新局面。

凝心聚力 砥砺前行

海南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开创新局面
一、协调合作，各部门形成反
洗钱工作合力

一是积极沟通，主动作为，率先从
省级层面积累特定非金融机构监管经
验，从实践角度为制定出台全国统一的
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提供
支持。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积极与
特定非金融机构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
会进行协调沟通，宣讲特定非金融机构
开展反洗钱工作的意义和作用，得到了
商务厅、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
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并先后就
典当、注册会计师和小额贷款公司等行
业的反洗钱工作内容、监管职责和措施
等达成一致意见，联合出台《中国人民
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
海南省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开
展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的通知》
（琼银发〔2017〕132号）、《中国人民银
行海口中心支行 海南省商务厅关于海
南省典当行业开展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工作的通知》（琼银发〔2017〕134
号）、《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海
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海南省
小额贷款公司开展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工作的通知》（琼银发〔2017〕160号）

等多个反洗钱制度文件，下发全省执
行，搭建起反洗钱工作基本框架。

二是围绕职责，深化合作，多部门建
立联动式工作机制。人民银行海口中心
支行与海南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省住建厅、省社会组织管理局、省商
务厅、海口市住建局、注册会计师协会、
典当协会等部门密切联系，相互配合，召
开专题会议，探索建立反洗钱工作联动
机制，明确分工，共享信息，形成工作合
力，及时传达落实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
联合下发的有关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
监管规定，确保反洗钱政策落到实处。

二、加强培训，特定非金融机构
反洗钱工作技能有效提高

针对特定非金融行业间差距较大的

特点，在海南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省住建厅、省社会组织管理局(民政
厅)、省商务厅、海口市住建局的支持下，人
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积极对特定非金融
走访调研。在了解其的组织架构、业务范
围、工作流程等基础上，联合省社会组织
管理局、注册会计师协会、典当协会等，有
目的、有计划、分行业开展反洗钱培训。
2018年，辖区共对社会组织开展反洗钱
培训5次，受训人数达350余人次；对注册
会计师行业开展反洗钱培训3次，受训人
数达400余人次；对典当行业开展反洗钱
培训5次，受训人数达200余人次。培训
内容主要是深入浅出地向特定非金融机
构全面讲解反洗钱工作重要意义、基础知
识、法律法规基本内容等。通过培训，特
定非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工作认识上了台
阶，技能上了档次，为全面推进提高特定
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广泛宣传，特定非金融机构
反洗钱工作影响力扩大

特定非金融行业涉及点多、面广，反
洗钱工作基础相对薄弱，部分行业存在顾
虑，为提高其反洗钱工作意识和积极性，
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结合辖区实际情
况，借力反洗钱宣传活动月等，联合辖区
部分房地产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典当企
业、小额贷款公司等，通过悬挂横幅、发放
宣传资料等积极开展反洗钱宣传活动，宣
讲反洗钱知识，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以点带面，特定非金融机构
逐步建立反洗钱工作机制

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相比

其他行业更加复杂，可借鉴的经验比
较少，全面推进难度大，为此，人民银
行海口中心支行选取有代表性的企业
深入实地了解情况，对其反洗钱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耐心
分析解答，按照行业规则与反洗钱要
求相融合的原则，手把手指导其建立
反洗钱规章制度，并适时推广至整个
行业。目前，辖区共有 49家会计师事
务所、8 家房地产开发企业、1 家典当
企业、1家小额贷款公司建立了反洗钱
规章。

五、风险试评估，探索建立有
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为充分了解辖区特定非金融机
构面临的洗钱风险，人民银行海口
中心支行选取辖区部分会计师事务
所，从风险识别能力、管理性风险、
控制性风险、资源保障性风险等方
面进行了洗钱风险试评估工作，以
查找反洗钱体系中的风险漏洞和薄
弱环节，梳理反洗钱工作中的风险
点，探索建立防控措施，为下一步
开展针对性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撰文/人行海口中心支行反洗钱处）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林容宇 美编：张昕

我省评定2019年“省级食品安全
示范学校食堂”

30所上榜单位
将获扶持经费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韩小雨）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5月13
日联合发布通知：经专家组综合评定、省教育厅
党委会议审定及公示无异议后，海南外国语职业
学院食堂等30所单位符合审核挂牌条件，获评
2019年“海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

按照“创建扶持、示范奖补”的资金分配原
则，我省将对通过审核挂牌的海南外国语职业
学院食堂等30所单位、复核创建的海南大学第
三学生食堂等33所单位给予奖补扶持经费，用
于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建设、设施设备养护或购
置等。

通知指出，2020年，我省将继续开展“省级
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评审工作，全省各级教
育行政和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发挥示
范学校食堂的引领带动作用，全面深化创建工
作，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全省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暑假及秋
季开学期间，对辖区内学校食堂进行摸底排查，
并将符合复核、审核评审条件的学校食堂于今年
11月底前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