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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和受贿罪

文昌市公安局原副局长
韩亚东被逮捕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
金昌波）海南日报记者11月11日
从省检察院获悉，文昌市公安局原
党委委员、副局长韩亚东涉嫌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受贿罪一
案，由文昌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近日，文
昌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受贿罪对
韩亚东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马润娇）11月11日上
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琼海
市王绍鼎等21人涉黑案作出一审判
决。据悉，这是琼海市第一起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世纪90年
代，王绍鼎混迹于社会，结交刑满释
放、社会闲散人员，约架、耍横。
2009年，王绍鼎在琼海市嘉积镇经
营鼎盛美食城，将美食城作为前期豢
养组织成员和组织聚会的主要场
所。经过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以王
绍鼎为组织、领导者，王国强、王弟为
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人数多
达21人，其中组织成员19名，非组
织成员2名。

2010 年，王绍鼎凭借其在里
邦、泮水地区的黑社会势力纠集黄
某岩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帮助兆南

房地产公司强行清除王某云种植的
香蕉等农作物，揽下兆南房地产公
司的土方和建筑原材料供应工程，
随后其依靠黄某岩管理工程，从中
获利人民币约200万元。以该事件
为标志，以王绍鼎为首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正式形成。

2010年6月至2016年6月，王
绍鼎通过拉票、贿选等手段两次当
上里邦村委会主任，控制基层组
织。王绍鼎带领王国强、王弟，以
亲属、同学等关系为纽带，拉拢琼
海市嘉积镇里邦村闲散人员充当
打手和帮凶，打着里邦村委会主任
的“旗号”，以暴力、恐吓等手段大
肆强揽里邦、泮水地区的工程项
目。该组织逐步形成了王绍鼎在
幕后指挥，王国强等马仔冲锋打砸
在前，王绍鼎趁势介入工程、项目，
王某娜、李某婷管理财物，从中获利

的组织模式。
该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非法获利938万余元，具有一定的经
济实力。其中，对洋浦华盛物流有限
公司琼海分公司强迫交易所得利润
为419万余元，敲诈勒索他人非法获
利21.1万元，控制里邦、泮水地区砂
石、水泥供应等工程非法获利498万
余元。以上非法获利部分用于维持
组织生存、发展。

为树立非法权威，维护非法利
益，该组织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
众，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琼海市
里邦、泮水地区有组织实施聚众斗
殴、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故意毁坏
财物、强迫交易、妨害公务等一系列
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非法控制
里邦、泮水地区建筑行业的原材料
供应市场，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经
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使当地人民

群众安全感大幅降低。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绍鼎组织、

领导人数众多、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
犯罪组织，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
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为非
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以暴力、威胁
等手段，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在
一定区域和行业形成非法控制和重
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依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应
该分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聚众斗殴罪、故意毁坏财物
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敲诈
勒索罪、妨害公务罪等罪追究被告
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王绍鼎作为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
不仅应当对上述其直接实施的罪行
承担刑事责任，还应当对该黑社会
性质组织所实施的全部罪行承担刑
事责任。

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强
迫交易罪、妨害公务罪、敲诈勒索
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7罪，数罪并
罚，判处被告人王绍鼎有期徒刑25
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聚众斗殴
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故意
伤害罪等6罪，数罪并罚，判处王绍
鼎的儿子被告人王国强有期徒刑20
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没收个
人财产40万元，罚金1万元；以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强
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等4罪，数罪
并罚，判处被告人王弟有期徒刑15
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没收个
人财产30万元，罚金5.5万元。

当天，法院还对其他18名被告
人进行了宣判。

拉票贿选、强揽工程、敲诈勒索涉7宗罪，带头非法获利938万余元

琼海涉黑村主任一审获刑25年

垄断海产养殖销售、
欺压百姓

琼海“赤土帮”
涉黑涉恶犯罪团伙覆灭

11月 8日凌晨，琼海市公安局
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陈良、林道健、
麦邦双、卢传勇等13人，打掉一个
在琼海市长坡地区为恶一方的涉黑
涉恶团伙。

今年6月以来，琼海市公安局
分别接到省扫黑办、市扫黑办下发
的关于举报长坡地区以陈良为首的

“赤土帮”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琼海
市公安局对此线索高度重视，立即
组织精干警力开展核查。通过细查
深挖，以犯罪嫌疑人陈良、林道健、
麦邦双、卢传勇等人为首，在长坡地
区垄断海产养殖销售、欺压百姓的
涉黑涉恶团伙浮出水面。该团伙自
90年代末以来，纠集长坡青葛一带
不法人员为非作恶，涉嫌聚众斗殴、
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
物、强迫交易等严重违法犯罪。

非法采矿、开设赌场、
强揽工程
昌江颜广标涉黑团伙

46人落网

今年5月，省公安厅在侦办黄鸿
发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中，发现在
押人员颜广标在昌江乌烈涉嫌非法
采矿案件线索。同时，省公安厅也收
到“颜广标等人长期在乌烈地区开设
赌场、故意伤害、打架斗殴等违法犯
罪”举报线索。省公安厅对此高度重
视，指令昌江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
抽调精干警力立案侦查。

经过缜密侦查，10月28日晚，在
省公安厅的指挥下，昌江黎族自治县
公安局出动150名警力，在海口、昌
江两地统一收网，先后劝投抓获颜广
标涉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符康海、林
瑞维等43名，冻结银行账户512个、
账户资金300余万元，查封房产9套、
扣押涉案车辆4辆。截至目前，该犯
罪组织成员共到案46名。

经查，2001年，颜广标因故意

伤害罪被昌江县人民法院判处三年
有期徒刑，2003年出狱后，颜广标
陆续召集社会闲散青年，长期在昌
江县乌烈镇地区，采取威胁、恐吓、
打砸、滋扰、殴打等手段，实施非法
采矿、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寻衅滋
事、开设赌场、强迫交易、强揽工程、
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垄
断乌烈地区烟花爆竹、砂场、网吧等
行业，涉案数十起，团伙成员数十
人。该犯罪团伙长期在昌江乌烈地
区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欺压百姓，
滋扰商户，当地群众敢怒不敢言，外
来投资商望而却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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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长期横行乡里、垄断
当地道路工程
琼中周岳进涉黑涉恶
犯罪团伙16人落网

自2019年4月份以来，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陆续接到中央
第十八扫黑除恶督导组、省公安厅
扫黑办移交的多条关于周岳进等人
在琼中县中平镇地区长期横行乡
里、殴打群众、非法控制木材运输、
开设赌场、盗采河砂、垄断当地道路
工程等违法犯罪的线索。该局高度
重视，于2019年 5月9日成立专案
组开展调查。

经查，该团伙是以周岳进为
首，王业春、周岳坤、程成文等为主
要成员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团伙，
长期盘踞在中平镇一带为非作
恶。在查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
2019年7月24日，琼中公安局组织
100余名警力，分为六个抓捕小组，
对周岳进犯罪团伙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目前共抓获成员16名，其中批
准逮捕9人，取保候审5人，刑拘在
案2人。

该团伙涉嫌故意伤害、强迫交
易、开设赌场、寻衅滋事等犯罪，涉
嫌垄断琼中县中平镇地区的槟榔收
购、木材收购运输、河砂开采、建筑
工程等行业，已冻结、扣押涉案资产
一批。

海南侦破3个涉黑涉恶团伙抓获72人

这些菜霸、砂霸、村霸都栽了

首届博鳌文创论坛在博鳌举办

百余专家深入探讨
文旅文创乡创融合跨界

本报博鳌11月11日电（记者刘梦晓）11月9
日至11日，SMART度假产业智慧平台联手清华大
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在琼海博鳌举办了2019年
首届博鳌文创论坛暨文创博览会。本次论坛以“共
振”为主题，包括1场主论坛、20余场分论坛，邀请百
余位文旅、文创和乡村振兴领域的行业专家共同参
与，探讨文旅、文创、乡创融合跨界的可能。

在主题演讲环节，相关专家发布了清华文创
院的文创研究成果，并分享了清华文创院历年来
的成果与案例。

论坛还举行了博鳌文创院发起仪式、文旅运
营职业经理人标准联盟成立仪式、鲁商集团乡村
振兴战略发布及系列签约仪式、中国乡创地图2.0
及夜游地图发布与颁奖仪式等活动。

来自中日韩等国家，以及澳门和台湾等地区
的知名文创品牌共同参与此次盛会。

第5期“中国-东盟海洋法律与治理
高级研修班”开班

培养海洋治理领域人才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尤梦瑜）11月

11日，第5期“中国-东盟海洋法律与治理高级研
修班”在海口正式开班。

本期研修班由中国南海研究院、中国-东南
亚南海研究中心、加拿大国际海洋研究所共同举
办，为期10天。课程涵盖海洋法、海上安全、岸线
与海洋综合治理、海洋生态保护、气候变化与应
对、国际航运、港口与互联互通等。来自中国、加
拿大、菲律宾、日本等国的11位知名学者将进行
英文专题授课。

本期研修班学员共30名，包括来自中国和东
盟国家涉海部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官员和学者，
以及来自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观察员。

据了解，“中国-东盟海洋法律与治理高级研
修班”是“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支持的重点
项目之一，自2016年1月开班以来获得广泛好
评，现已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海洋治理领域人才
培养和学术交流的机制化平台。

儋州集中抓捕
51名电信诈骗犯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
森）11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
公安厅获悉，按照省公安厅和儋州
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儋州市公
安局根据前期掌握的情况，至11月
7日“蓝天四号”集中抓捕行动共抓
获涉嫌电信诈骗嫌疑人51名，打掉
团伙6个，摧毁窝点5个。

儋州市公安局于11月1日开始
发起“蓝天四号”集中抓捕统一行动，
并组织180名警力奔赴那大、木棠、中
和、西培、白马井等地进行集中抓捕。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11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省公安厅获悉，近期，在省公安厅的直接指挥下，昌江、琼中、琼海等地公安机关分别对以颜广标、周
岳进、陈良等为首的涉黑涉恶团伙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72名团伙成员。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计
思佳）11月11日9时许，在海口市灵
山镇美庄村一块的空地上，一辆4轮
小卡车旁排起了十几米的长队，菜农
周颜红和其他菜农一起，等着领取海
口椰海叶菜联盟工作人员免费发放的
蚯蚓粪肥料。

“为了保障元旦期间的叶菜供应，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通过各区、蔬菜联
盟协会等给菜农发放每亩200元的物
化补贴。我们联盟选择了蚯蚓粪肥
料，按照每亩3包的标准发放，引导菜
农绿色健康种植。”海口椰海叶菜联盟
负责人程方遒介绍，“我们计划10天

内分4次在灵山镇发放5429包蚯蚓
粪肥料，实现该镇1809亩叶菜基地全
域覆盖。”

使用过蚯蚓粪肥料的菜农韦建生
也在现场现身说法，只见他打开一袋
肥料，抓起一把深褐色的蚯蚓粪肥在
手掌中摊开，给周围的几位菜农闻了
闻。一位菜农点点头说道，“没有一般

肥料的臭味，还有股泥土的香气。”
3个月前，韦建生在菜地里选了

两块地进行实验，一块地用生物肥，
一块地用蚯蚓粪肥，最后的结果对
比让他喜出望外。“用了蚯蚓粪肥的
那块地，地里的菜虫害少、根苗壮，
而且叶子特别有光泽，卖相口感都
更好。同时，产量也提升了，夏秋季

一亩一茬也能种出2000斤菜，至少
增加10%到20%。蚯蚓粪肥料的成
本也更低，每包的价钱比高档生物肥
便宜三成以上。”

听完韦建生的介绍后，菜农们更
加期待能领到手的蚯蚓粪肥了。“我还
是第一次听说蚯蚓粪也可以用来作肥
料。真那么好用，以后就换这种了。”

周颜红说。
省农业科学院土肥所研究员、原

所长谢良商说，目前农民们普遍大量
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因此推广使
用以蚯蚓粪为代表的有机肥是值得倡
导的举措。“建议菜农将蚯蚓粪肥料作
为基肥，化肥作为追肥，两者相结合，
让叶菜种植的效益最优”。

海口椰海叶菜联盟向菜农推广有机肥

用了蚯蚓粪肥 叶菜产量大增

海口一无资质
网约车司机线下拉客
车辆被扣或将被罚至少7000元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王南）海南日报记者11月11日从海口市交通港
航综合执法支队获悉，该支队秀英执法大队在海
口海秀快速路丘海下桥口处查获一辆涉嫌从事线
下揽客营运的网约车，待进一步核实后，该车将面
临至少7000元的双项行政处罚。

秀英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天上午执法人
员 接 到 群 众 举 报 ，称 有 一 辆 车 牌 号 为 琼
A2GMXX的白色大众小轿车涉嫌非法营运，正
从儋州市那大镇载4名乘客开往海口。接到举报
后，秀英执法大队组织执法队员在海秀快速路丘
海下桥口处巡查和蹲守，于12时5分发现了该
车，并对该车进行了例行检查。经现场检查核实，
该车属于网约车，当时车上有4名乘客，从对乘客
进行的现场笔录来看，乘客均不认识该车司机，乘
客相互也不认识，司机向其中2名乘客各收取40
元、另外2名乘客各收取50元，共计180元人民
币的运费。4名乘客是司机在路上拉到的，并未
在网络平台上进行预约。因此该车涉嫌未经网络
平台预约，私自巡游揽客，而且当事司机无法提供
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不具备从业资质。执法人员
对该车予以暂扣，待进一步核实后将作出相应的
行政处罚。

按照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相关管理规定，从事
网络预约服务的车辆和人员必须取得相应的道路
运输证和从业资质，并且要通过网络平台派单接
单的形式来规范运营。执法人员表示，对于该司
机未取得从业资格证将予以5000元至1万元的
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处1万元至3万元
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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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用药可及性和安全性一直是社
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为推动儿童药物研
发，保障儿童用药安全，建立科学的个体
化给药方案，11月7日，康芝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芝药业）在广州举办
了以“定量药理学在儿童药物研发的应用
及发展趋势”为主题的圆桌会议。国际著
名定量药理学专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
法罗分校教授William J. Jusko（杰柯）
和Donald E. Mager（梦哲），以及来自
中山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东药科大学、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东省妇幼保健
院等单位的众多专家学者参会。

杰柯教授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杰出
教授、布法罗分校药学系主任，也是美国
药物科学协会、美国临床药理学会、美国
高等科学协会（AAAS）、美国化学协会
等协会成员，还曾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同样来自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梦哲教授是
该校药学系副主任。两位教授均是国际
著名定量药理学家，在科研方面建树良
多，参与的新药研发项目也硕果累累。

康芝药业董事长洪江游、副董事长
洪丽萍、首席科学官辜列、康芝儿童健康
研究院院长严常开、市场品牌部总经理
严庆峰等高管，以及来自广州高新区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中银粤财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广东）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代表也
出席了本次会议。

洪江游在开场致辞中表示，目前我
国药企对儿童药物研发的积极性不足，
儿童药物研发过程中存在的难题与瓶
颈亟待解决。而康芝药业一直致力于
推动儿童安全用药的发展，期待本次会
议能对中国儿童药物研发有所助力，让

更多儿童患者用上安全有效的儿童专
用药。

随后，康芝药业首席科学官辜列介绍
了中国儿童医疗服务及儿童用药发展现
状。他提到，中国有2.2亿14岁以下儿
童，占全国人口16.6%，且医疗机构诊治
的病人中，20%为儿童。但全国4000多
家药企中专门生产儿童药物的仅有10余
家，我国3500多种化学药品制剂中供儿
童专用的不足60种，占总数的1.7%，且
90%的常用药品没有儿童剂型；另一方
面，我国药企在儿童药物研发中还面临着
经验不足、临床试验开展困难等难题。

会上，围绕儿童与成人生理和药代
动力学参数的差异、中西方儿童群体药
代动力学特征、儿童药物剂量的推导、定
量药理学用于儿童临床试验模型的建立
和验证，以及人工智能在儿药研发方面

的应用前景等议题，专家们展开了热烈
充分的探讨与交流。

随着药品一致性评价的进展，我国已
积累了不少药物在健康成年人的药代PK
数据，这些数据能否用于推导相应的儿童
剂量？杰柯教授认为，首先要研究了解该
药物的作用靶点和药效反应在成年人和
儿童是否有不同。如果药物代谢/效应的
关系明确，而且该药物主要从肾脏排泄，
那么从成年人数据按公斤体重或体表面
积推导儿童剂量较为可靠。如果该药物
主要通过肝脏代谢转化，那就要全面考虑
药物代谢差异等影响因素，不宜直接推
导。梦哲教授进一步介绍说，对于主要通
过肾脏排泄的部分药物，甚至可以与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沟通争取减免儿童
药代动力学临床试验。

相比于我国药品的简单说明书，欧

美的药品说明书常有详尽的儿童剂量和
用法说明，我们如何参考和利用这些数
据来指导我国儿童剂量？杰柯教授介绍
说，目前我国的现状与美国此前相同，后
来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人类生长与发
育研究所的主持和资助下，美国开展了
一系列儿童药物的药物代谢/效应研究，
既解决了药物儿童剂量的准确标定，也
为以后的儿童临床试验积累了经验。但
考虑到种族体质差异，我们不宜直接套
用，需要综合考虑药物作用靶点、临床终
点、药物代谢酶多态性和药物转运体等
影响因素，设计在中国儿童的相应药代
动力学试验进行剂量验证。在这方面，
应用定量药理学的有关理论和软件，可
以帮助我国设计合理的试验方案和优化
药代动力学血样采集时间点。

来自国内大学和医院的专家们也分

享了他们应用定量药理学的原理，以及通
过检测病童药物代谢酶基因型的方法来
精确校正治疗窗较窄药物剂量的经验。

最后，大家还畅谈了人工智能结合
定量药理学理论和模型用于儿童药物研
发的进展，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如今，利
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大大提高对复
杂数据的分析和整合质量，丰富对药物
分布房室模型的理解，建立和验证最佳
的定量药理学模型拟合，从而更精准地
设计儿童临床试验方案，并对试验结果
进行正确解读。

随着儿童药物临床研究的开展，适
用于儿童的药物临床试验设计和评价
方法也在不断探索和改进。而定量药
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儿童药物研
发中的应用已受到高度重视。本次会
议碰撞出的学术与思想火花，不仅为康
芝药业将定量药理学应用于儿童药物
研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也将助
力中国儿童用药安全进一步发展，为未
来行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打开了
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格局，共同保障
儿童群体健康成长。

（策划\撰文 曾曾）

国际著名定量药理学专家莅临康芝药业

共议儿童药物研发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