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大研讨”。县委常委班子成
员带头，各级各单位党委（党组）通
过学习研讨，使全县党员领导干部
学深悟透党中央对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所作的批示和要求，进一步把
思想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县委的部
署要求上来，不断推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往实、往细深化。

围绕黑恶势力盘踞昌江多
年开展“大反思”。通过全面开
展自查自纠，剖析黄鸿发黑恶
势力在昌江坐大成势的原因，
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找差距，真
刀真枪的行动抓整改，全面清
除昌江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
“保护伞”“关系网”。

围绕重点行业涉黑涉恶问
题开展“大整治”。在全县范围
内各自分管领域开展行业乱象
“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亮
出重拳进行整治，坚决防止黑恶
势力“前打后生”，确保实现重点
行业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清仓见
底”、行业乱象得到全面遏制。

围绕净化政治生态、社会生
态开展“大提升”。坚持有黑扫
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把专
项斗争与新时代“山海黎乡大
花园”建设结合起来，进一步提
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全
县各项事业发展创造安全有序
的社会环境。

围绕涉黑“保护伞”典型案件
开展“大警示”。坚持以案明鉴、
以案促改，通过组织党员领导干
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参与庭审旁
听、参观看守所、当事人现身说
法、重回“事故现场”等多种方式，
让全县党员领导干部感官受震
慑、精神受震撼、灵魂受洗礼，进
一步筑牢廉洁从政、拒腐防变的
思想防线。

昌江扫黑除恶打伞“五大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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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法院执结一起
涉党政机关案件

本报石碌1月5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林
小映）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了解到，2019年12月底，该院顺利执结一件党
政机关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在该院执行法官的多
方努力下，被执行人昌江某局将全部案款73.1万
元一次性缴纳至法院执行账户，法院收到案款后第
一时间发放给申请执行人，案件圆满执结。

2017年1月4日，重庆某公司与昌江某局就
昌江一家生态循环示范园总体规划一事签订了合
同书。合同签订后，重庆某公司依约开展调研工
作，完成编制初稿，并向昌江某局汇报。合同约定
编制项目价款为80万元，分3次付款。后因规划
调整等原因，昌江某局未支付合同款项。

案件经法院审理，依法判决被告昌江某局向
原告重庆某公司支付合同价款72万元。昌江某局
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省二中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书生效后，昌江某局仍未按照判决履行
法律义务，重庆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
被执行人支付合同价款及诉讼费共73.1万元。

2019年9月27日，执行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
到法院进行调解，双方均表示愿意协商和解，但是
被执行人昌江某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目前经
费支出方面存在一定困难，需要时间向县政府汇
报和筹集案款。经多次沟通协调，以及向县政府
报告案件执行情况，2019年12月25日，被执行人
将全部执行案款一次性转到法院执行账户，随后
法院将案款发放给申请执行人。

近年来，特别是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开展以
来，昌江法院积极主动向昌江县委、县政府汇报执
行工作，得到了大力支持和肯定。昌江县委、县政
府对涉及政府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高度重视，积极
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带头化解政府欠债问题。伴
随着这起涉党政机关案件的执结，昌江法院目前所
立案的所有涉党政机关案件已全部清除，切实维护
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正义。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 朱 辉 通 讯 员 陈 家 漠 李 其 本）
2019年12月30日，昌江黎族自治县
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2019年第三
次推进会议，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
作，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
发展。会议要求对照正在开展的“五
大专题活动”有关要求，认真开展好

警示教育活动，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
良好政治生态。

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
系列案件牵扯到昌江等地多名领导干
部。目前，黄鸿发及其犯罪团队成员
正在接受司法机关审判。但昌江仍需
做好打击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
系列案件的“后半篇文章”，教育警示

广大党员干部明底线、知敬畏，以重构
昌江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进一步净
化社会风气，优化营商环境。

为此，2019年12月3日，昌江召
开扫黑除恶打伞“大警示、大研讨、大
反思、大整治、大提升”专题活动（以下
简称“五大专题活动”）动员部署会议
暨警示教育大会，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表示，“五大
专题活动”对提升昌江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深入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重构昌江良好政治生态和社
会环境、重塑昌江纯美形象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全县上下一定要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七届七
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省委和县委关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决策部署上来，认真履行重大政
治责任，坚定信心，避免盲目乐观，以
坚决的态度、强有力的行动开展好这
次专题活动，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全方位的更大战果。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许国喜

1月2日上午，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石碌镇第二农贸市场，猪肉7
号摊位摊主刘启美热情地跟过往
的市民打招呼，对于卖了十几年猪
肉的她来说，最高兴的不是猪肉价
格上涨了，而是摊位费下降了。

2007年昌江鸿发实业有限
公司接手管理第二市场后，摊位
费一直居高不下，第一年的摊位
费要18000元，第二年直接涨到
23000元。2018年政府接管以
来，摊位费仅收7900元，比原来
的下降了65%。“摊位费一下子
降了两倍，我们经营的压力也小
了。”刘启美笑容满面地说。

2019年以来，昌江围绕重点
行业，开展各类扫黑除恶专项整
治工作，严厉查处违法行为，进一
步优化了营商环境，2019年新增
市场主体2159家、注册资本31
亿元；治安案件、刑事案件下降
12.67%、28.92%，全县社会风
气不断转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不断提升。

昌江通报2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本报石碌1月5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
李其本）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成果，持续释放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
号，不断净化节日风气，昌江黎族自治县纪委近日
通报了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一是昌江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永华违
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红包”礼金问题。2013
年和2014年春节前夕，邓永华先后3次违规收受
十月田镇粮油收储所所长陈某训送给的拜年红包
6000元。2019年9月，邓永华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相关违纪款已收缴。

二是石碌镇石碌社区居委会虚列开支套取
财政资金并用于冲抵违规吃喝、购买烟酒等费用
问题。2014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石碌社
区居委会通过虚报误餐、虚报道路平整费、广告
费、虚开燃油票等形式套取财政资金共计
107979元，其中62495元用于冲抵居委会的餐
费和烟酒费等。2019年 9月，该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吴石兴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党支部副书记叶琦雄、报账员高杰均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居委会委员吴国丰受到诫勉谈话。已责
令退还相关违纪款。

通报指出，上述典型案例，涉及党员干部违规
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有的甚至在党
的十九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对相关违纪
人员予以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鲜明态度和坚
定决心。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务必反躬自省、引以为
戒，做到知止存畏，加强自警自律，严守纪律规矩。

围绕重点行业，开展各类扫黑除恶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违法行为

昌江亮剑斩黑恶
非法采矿开设赌场打架斗殴敲诈勒索

昌江颜广标涉黑团伙
37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本报石碌1月5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
李财锐 陈家漠）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昌江黎族自
治县公安局获悉，倍受社会关注的昌江颜广标涉
黑团伙37名犯罪嫌疑人日前已被执行逮捕。

2019年5月，公安机关在侦办黄鸿发犯罪团
伙案件中，发现在以押人员颜广标为首的涉黑团
伙在乌烈地区涉嫌非法采矿，以及开设赌场、故意
伤害、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

经查，该组织长期活动于昌江乌烈镇，组织成
员众多，社会关系错综复杂，涉及行业领域范围
广，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多、时间跨度大，
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却敢怒不敢言，致使该案
一时难于突破。

昌江公安局攻坚克难、连续作战，经过开展走
访调查、组织架构分析及关系网络搭建、成员梳
理、历史案件阅卷核查、涉案资产查询追踪等多项
工作，逐渐打开了该犯罪组织案件突破口。

为顺利侦办该犯罪组织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
障，昌江公安局成立了由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林
雄为组长，并在全局范围内抽调精干力量为成员
的“9·30”专案组，对以颜广标为首的犯罪组织线
索深入经营。

经过5个月的缜密侦查，在省公安厅和昌江
县委政法委的指挥下，昌江公安局出动150名警
力，于2019年10月28日晚，在海口和昌江两地
统一收网，先后组织抓获和劝投颜广标涉黑社会
性质组织成员林贤晶、符康海、林瑞维、孙树辉、林
瑞云、钟教金、杨明、官小飞、符英顺、周明彬等45
人。截至目前，该犯罪组织成员共到案48名，团
伙成员全部落网。

在扫黑除恶治乱工作中，昌江除
了强化宣传外，着重围绕10类重点
打击对象，紧盯容易滋生黑恶势力的
重点行业，深入开展线索摸排。

昌江鸿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
由黄鸿发犯罪集团掌控的一家经济
实体。2019年1月6日晚，我省警方
对黄鸿发黑恶犯罪团伙开展收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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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人。此后，批捕231名，
其中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12人，查
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价值估算25
亿元。同年11月22日，该案在省一
中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在协助上级部门成功打掉以黄鸿
发为首的黑社会犯罪团伙后，昌江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以落实整改

中央督导为契机，紧盯容易滋生黑恶
势力的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持续深挖
彻查，坚决肃清黑恶势力毒瘤，做到扫
黑除恶“思想不松、温度不降、力度不
减”。2019年10月28日晚，在省公安
厅指导下，昌江警方在海口和昌江两
地进行集中收网，先后抓获颜广标涉
黑恶犯罪团伙成员45人，扣押涉案车
辆4辆，查封房产9套，冻结银行账户

512个、涉案资金300余万元，取得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新突破。

昌江扫黑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目前，昌江公安机关打掉涉黑恶势
力犯罪团伙5个（不含黄鸿发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107人。其中，昌江
法院已判决4件16人，处3年以上有
期徒刑5人，重刑率31.26%，全部不
适用缓刑。

2019年以来，昌江开展598次联
合打击行动，严打“砂霸”。捣毁囤砂
点45个、采砂点27个，现场捣毁30
台抽砂机、11艘采砂船及一批非法采
砂设备，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53
人，行政罚款近158.4万元。

昌江还成立联合“治超”领导小
组，严打“运霸”。出台重点货运源头企

业整治工作方案，查处货车超载505
起、超限259起、非法改装218起，卸载
货物1793吨，交警罚款14.25万元。

此外，昌江发改委、公安、市场监
管等单位联合开展“菜霸”线索排查
工作，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违
法违规行为，并对原黄鸿发黑恶势力

团伙垄断经营的石碌第二农贸市场
进行集中整改和调整，使摊位租金平
均下调了60%。

据了解，2019年以来，昌江通过
整治重点领域，侦破、查处寻衅滋事、
开设赌场、故意毁坏财物等9类涉恶
类案件68起，抓获涉恶类案件违法
犯罪嫌疑人135人；破获涉毒刑事案

件109宗，抓获嫌疑人180名，缴获
各类毒品18436.29克、毒资160余万
元；查获各类吸毒人员236人，强制
隔离戒毒202人；破获42起电信诈骗
案件，打掉2个电信诈骗团伙，收缴
赃款赃物折算价值100余万元；侦办
涉嫌套路贷违法犯罪案件1起，涉案
金额600余万元。

黄鸿发犯罪集团盘踞昌江将近
30年，期间通过各种手段将当地个别
领导干部“拉下水”，为其充当“保护
伞”，如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郭祥理、
原副县长周开东以及曾在昌江任职
的万宁市委原常委、公安局局长麦宏
章等。因此，通过“打财断血”“打伞
破网”，重构昌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迫在眉睫。

为此，昌江围绕黄鸿发犯罪团
伙“10·26”专案，共对74名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的问题线索进行立案审查，其中
涉及公安机关24人，有关职能部门
及地方党委政府30人，村（社区）“两
委”干部及其他人员20人。成功查
处了原县水务局局长柯承坚、棋子
湾管委会原主任符克浪等人与涉黑
涉恶人员沆瀣一气，收受黑社会组
织成员贿赂并为他们谋取利益等一
批严重违纪违法、社会影响较大的
典型案件。

同时发挥巡察“利剑”作用，派出
4个巡察组对96个村级基层党组织

开展扫黑除恶巡察，对现任796名
2016年换届选举的村（社区）“两委”
班子成员的任职资格进行拉网式、全
覆盖的集中梳理和排查，有12名不
符合任职条件的村两委干部被清理。

昌江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共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线索153条，立案审查70件74人，
结案36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6人，
移送司法机关24人，诫勉谈话5人，
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资金147余万
元。“打伞破网”取得明显成效。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表示，昌江
将把扫黑除恶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紧紧围绕中
央“一年治标、两年治本、三年治根”
的总蓝图，准确把握好专项斗争的

“时度效”，继续保持和发扬斗争精
神，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
展，深入推进“打伞破网”“打财断
血”，坚持把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检验。

（本报石碌1月5日电）

深挖彻查 坚决肃清黑恶势力

瞄准“三霸”强化重点领域整治

“打伞破网”查处一批典型案件

昌江着力做好“打伞”系列案件“后半篇文章”，开展“五大专题活动”

重构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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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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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昌江2019年扫黑除恶

2019年1月6日，在对黄鸿发犯罪团伙采取行动
前，警方在作行动部署。

昌江黄鸿发犯罪团伙成员被抓获。 2019年4月1日，昌江法院在十月田镇唐坊村公开审判涉黑涉恶村霸案件。（本组图片由昌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