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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2日，备受社会关
注的昌江黎族自治县黄鸿发等人涉
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一案在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

今年一月，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领导下，省公安厅分两批

对黄鸿发黑恶犯罪团伙开展集中统
一收网行动，一举抓获涉黑犯罪组织
团伙头目黄鸿发、黄鸿明及其家族成
员、团伙骨干等一批违法犯罪嫌疑
人，盘踞昌江30多年的黄鸿发家族
特大涉黑组织终于栽了。

抓获犯罪嫌疑人267人、破获刑

事案件98起、查扣涉案资产28亿元
……作为海南建省以来涉案人数最
多、牵扯范围最广、出动警力最多、抓
捕人数最多、受关注度最高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也是中央扫黑除
恶督导组督办案件之一，省领导对此
高度重视。

一年多来，海南掀起了扫黑除
恶的凌厉攻势，一大批黑恶分子、村
霸恶痞及背后“保护伞”被依法严
惩。截至目前，全省共打掉涉黑涉
恶犯罪团伙242个，群众无不扬眉
吐气、拍手称快，“黑恶势力”人人喊
打的社会氛围加速形成。

摧毁多个黑恶犯罪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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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鸿发黑恶犯罪团伙的瓦解，是海南省委、省政府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谋划、精心部
署、奋力攻坚的缩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将扫黑除恶工作紧抓在手，多次听取整改工作汇报，作出指示批示。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省委对照中央要求，及时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之
任之甚至充当“保护伞”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体现了省委、省政府严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安全底线的坚定决心和坚决态度

扫黑除恶绝不姑息

2019年7月24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公安局组织100余名警力，分为六个抓
捕小组，对该县周岳进犯罪团伙开展集中
收网行动。

10月28日晚，经过缜密侦查，在省公
安厅指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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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康
海、林瑞维等43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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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个个涉黑涉恶团伙瓦解，我省
还举一反三，针对一些地区基层基础薄弱，
对黑恶势力“不会打”“不敢打”，以及黑恶
势力盘踞时间长、“关系网”“保护伞”多，案
件办理容易受干扰等问题，综合运用提级
直接侦办，全省调度用警等措施，集中全省
优势力量，开展大要案攻坚。采取异地用
警、交叉侦办措施，我省先后指挥定安县公
安局收网破获海口市陈某福涉黑组织案、
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收网破获万宁市潘
某文涉黑组织案、万宁市公安局收网破获
琼中县刘某嘉涉黑组织案等。

在海口，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海口市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
力犯罪，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坚决
做到“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
罪一个不凑数”，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工
作。截至今年12月，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
涉黑涉恶审查逮捕案件127件583人，受理
涉黑涉恶审查起诉案件74件619人。其
中，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受理涉黑涉恶审查
逮捕案件31件161人，受理涉黑涉恶审查
起诉案件 8件 254人，提起公诉 5件 180
人，已判决3件99人。

为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我

省还深入开展“打财断血”专项行动，将“打
财断血”与侦办黑恶案件同步调查、同步扣
押、同步移送，同时成立财产查封组，在开
展案件收网行动时，第一时间对涉案财产
依法进行查封、扣押、冻结，确保涉案财产
不被转移、隐匿。

“打伞破网”动真碰硬

昌江黎族自治县原副县长周开东，明
知黄鸿发涉黑组织长期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依然接受黄鸿发及其团伙成员的宴请、
礼品，并利用职务便利包庇、纵容其违法犯
罪活动。今年9月，周开东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惩处黄鸿发案背后的‘保护伞’只是
我省‘打伞破网’的成果之一。”海南省纪委
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10月31日，全
省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
件540件，立案审查调查572人，已作出处
理311人，移送司法机关58人。

聚焦对黑恶势力听之任之、失职失责，
甚至包庇纵容、充当保护伞的问题，我省深
入开展“打伞破网”专项行动，努力做到对

“关系网”一查到底，对“官伞”“警伞”“庸
伞”一网打尽。为此，我省打破部门、地区
和领导分工的界限，形成指挥部统筹、指
挥、调配、督促，监督检查、审查调查部门和
市县纪委监委力量整合、上下联动的作战
模式，立案查处东方市原市长邓敏，万宁市
委原常委、公安局长麦宏章等在内的96人。

一系列动真碰硬的举措，是我省深化
“打伞破网”专项行动，始终保持黑恶必除
的高压态势不放松，推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实践之一。据悉，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在“打伞破网”的主战场上坚
持“两个一律”和“一案三查”，紧盯涉黑
涉恶重大案件、重点行业和领域，形成了
以“打伞破网”强劲开路，“一案三查”同步

跟进、“以案促改”靶向长效长治的工作体
系，助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监督执纪问责
工作取得成效。

铲“霸”禁毒还民安宁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菜霸”“砂霸”
“运霸”等问题，我省开展了民生热点领域
专项整治，不断加大行业监管力度。

截至10月31日，我省成功打掉“菜霸”
团伙11个，破获各类案件79起，查办集贸
市场各类违法案件334宗，抓获犯罪嫌疑
人一批。对中央督导组交办的海口市南北
水果市场“菜霸”问题线索进行深挖，成功
打掉了一个长期垄断该市场包装、物流等
业务的“菜霸”团伙。打掉“砂霸”团伙26
个，破获各类案件111起，查办非法采砂类
违法犯罪案件551起，查处取缔非法采砂
点1748处。打掉“运霸”团伙28个，破获各
类案件426起。

曾给海南社会治安埋下重重隐患的毒
品也被三年禁毒大会战的强大攻势灭去嚣
张气焰，2016年11月8日海南以“八严工
程”为抓手，启动了第一轮禁毒三年大会
战，三年来，海南禁毒工作由曾经的“落后
生”变成了“优等生”。在全国禁毒工作考
评中，海南综合排名已从2016年的第21名
上升到2018年的第3名，进入全国优秀行
列，禁毒经验做法被国家禁毒委向全国推
广；全省现有吸毒人员占比大幅下降至
3.89%，甩掉了“全国倒数第一”的帽子，老
百姓对此无不交口称赞。

打铁趁热，乘胜追击，日前，在第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结束之际，海南又动员部
署了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与此同时，
涉枪涉爆、电信网络诈骗、涉众型经济犯
罪等多个专项行动持续开展，重点领域重
点群体矛盾风险化解稳控工作深入推进，
成果喜人。2019年1至10月，全省立刑事
案件同比下降5.3%，受理治安案件同比下
降5.9%。

■ 魏燕

黑恶不除，民心难安。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立足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
谐稳定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坚决、彻底地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有利于优化营商
环境，建立公平正义的市场秩
序，更大程度地释放市场活力
和经济增长潜力；有利于打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社
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
良好环境，为加快推进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营造有利的
氛围。为此，必须坚决打赢扫
黑除恶这场硬仗。

一年来，海南掀起了扫黑除
恶的凌厉攻势，紧紧围绕建设自
贸区、自贸港这一省情实际，以
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点工
作，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菜霸”

“砂霸”“运霸”等黑恶势力予以
坚决打击，深挖背后“保护伞”，
做到扫黑必狠、除恶务尽，一大
批黑恶分子、村霸恶痞及背后

“保护伞”被依法严惩，有力净化
了社会风气，增强了广大群众的
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为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营造了稳定
有序的发展环境。

“一篙松劲退千寻”。扫黑
除恶尽管成效显著，但绝不能松
口气、歇歇脚。尤其是当前，专
项斗争已进入爬坡攻坚的新阶
段，全省各地应提高政治站位，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服务
保障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
重大举措，作为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行动，坚定
不移推向深入，力争在“涉黑涉
恶人员追逃”“打财断血”“打伞
破网”上有新战果，在增强扫黑
除恶靶向性、掌握工作主动权上
有新作为，在深挖严惩隐匿的黑
恶势力上有新突破。

黑恶必除，除恶务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稳
定和地方长治久安，事关人心
向背和经济健康发展。只有坚
定信心，以“钉钉子”的精神深
挖严打，做到打防并举、标本兼
治，才能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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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检察机关起诉涉黑案件 33件、
涉恶案件249件

全省各级法院一审判决黑恶案件
181起，罪犯 1023人；二审判决黑恶案件
63起，罪犯488人

截至10月31日

全 省 共 打
掉涉黑涉恶犯
罪团伙 232 个，
其中涉黑犯罪
组织32个，涉恶
犯罪集团 79个，
涉恶犯罪团伙
121个

破获各类
刑事案件 2385
起，抓获一大批
犯罪嫌疑人，查
封、扣押、冻结
涉 案 资 产 约
59.04亿元

截至10月31日

我省成功打掉“菜霸”团伙 11个，
破获各类案件 79起，查办集贸市场
各类违法案件334宗，抓获犯罪嫌疑
人一批

打掉“砂霸”团伙 26个，破获各
类案件 111起，查办非法采砂类违法
犯罪案件551起，查处取缔非法采砂
点 1748处

打掉“运霸”团伙 28个，破获各
类案件426起

截至10月31日

全省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案件540件，立案审查调
查572人，已作出处理311人，移送司
法机关58人

（本版文字由刘笑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