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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刘佳）1月13日上午，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
关注的黄鸿发涉黑案及其“保护伞”
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黄鸿
发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故意伤害罪等16项罪名，数罪并
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黄鸿
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伤害等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
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限制减
刑；被告人黄应祥、黄鸿金等187人
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被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25年至1年不等刑期。对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原常委、县公安局
原局长麦宏章，昌江县原副县长周开
东等7名“保护伞”，以包庇、纵容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滥用职权
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至2年
半不等刑期。

20世纪80年代末，黄鸿发及黄
鸿金、黄鸿明、黄鸿波（已死亡）凭借
其父亲黄应祥任昌江县建委建安组
组长的公职身份，作风蛮横，逞强争
霸，黄氏家族在昌江恶名初显。
1990年，黄鸿明纠集他人实施故意
伤害行为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未
被司法机关处理，黄氏家族在昌江地
区恶名远扬。

1991年，黄氏家族开始在昌江开
设赌场，1995年为打击竞争对手，垄
断地下赌场，黄鸿发组织、指挥林某等
人故意伤害姜某某致其重伤，至此，黄
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形成。

该涉黑团伙为牟取暴利，通过
开设赌场、非法采矿、强迫交易、敲
诈勒索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大肆
敛财，对昌江地区的赌场、铁矿、混
凝土、石场、砂场、废品回收、娱乐场
所、农贸市场、啤酒销售、烟花爆竹、
土建工程、摩托车销售、典当行、驾
校等多个行业、领域形成非法控制
或重大影响。该组织利用在当地的
强势地位，“以商养黑”“以黑护商”，
通过十几个经济实体攫取 20 余亿

元的巨额非法收益，用于支持该组
织的运行、发展。

该涉黑团伙严格对内管理，形成
明确的组织纪律和活动规约：组织成
员必须服从黄鸿发、黄鸿明、黄应祥、
黄鸿金的命令，不得挑战黄氏家族的
权威，违者给予开除、赶出昌江地区等
惩戒；非法收益由组织者、领导者掌控
并分配，组织成员未经允许不得从事
相关经营活动；组织成员按行业进行
管理，下级服从上级。

该涉黑团伙长期在昌江地区通过
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大量
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
群众，称霸一方，导致2人死亡、3人重
伤、13人轻伤、5人轻微伤的严重后

果，造成昌江地区人民群众极大的心
理恐惧，致使大量被害人不敢报案。

此外，为寻求非法保护，黄鸿发
涉黑团伙以非法收益拉拢、腐蚀政
府职能部门及政法机关领导干部充
当“保护伞”，导致该涉黑团伙在昌
江地区大肆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长期
未被打击处理，严重干扰、破坏了昌
江地区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经营、
生活秩序，破坏当地政府及司法机
关的公信力。

该案经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法庭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并根据各
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及对社
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昌江黄鸿发涉黑案及其“保护伞”案一审宣判，196名被告人获刑

“黑老大”黄鸿发，死刑！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黄
颖）近日，临高县人民法院依法对陈某
快、陈某超、钟某政涉恶团伙进行公开
宣判，该团伙专门抢夺金项链、敲诈勒
索店老板，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8个
月至5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据介绍，2018年 7月至 2018年
10月期间，陈某超、陈某快及陈某友
（另案处理）、陈某华（已死亡）经常
纠集在一起，为获取非法的经济利

益，以打砸、威胁等暴力手段，在临
高县调楼镇多次实施敲诈勒索违法
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扰乱该地区餐
饮行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造成
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逐步形成了
以陈某超为首，陈某快、陈某友、陈
某华为积极参加者的恶势力犯罪团
伙。此外，2019年 1月至 2019年 2
月期间，陈某快单独或伙同陈某友
驾驶机动车在临高县新盈镇、调楼

镇大路上进行抢夺，先后抢夺王某
亮、黄某明、林某强、钟某扬、林某益
的金项链。

临高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某
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单独或伙同陈
某友驾驶机动车抢夺他人财物，价值
人民币42226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抢夺罪。陈某超、陈某快、钟某政
伙同陈某友（另案处理）、陈某华（已死
亡）采取打砸威胁暴力手段，敲诈勒索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构成敲
诈勒索罪。

临高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陈某快犯抢夺罪，处有期徒刑4年
9个月，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犯
敲诈勒索罪，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
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执
行有期徒刑5年6个月，处罚金人民
币35000元。判陈某超犯敲诈勒索
罪，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处罚金人

民币8000元。判钟某政犯敲诈勒索
罪，处有期徒刑8个月，罚金人民币
3000元。责令陈某快、陈某超、钟某
政共同退赔被害人张某伍人民币
2000元；陈某超退赔被害人张某伍
人民币500元；陈某快、陈某超共同
退赔被害人符某春人民币1400元、
被害人王某明人民币500元；责令陈
某超退赔被害人王某传人民币1000
元、被害人王某人民币1000元。

飞车抢劫金项链 敲诈勒索店老板

临高一涉恶团伙3人一审获刑

扫黑除恶进行时

三亚107艘“三无”船只招领
本月内无人认领将销毁

本报三亚1月13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黄世烽）海南日报记者1月13日从三亚市天涯区
获悉，去年，该区组织执法力量清理三亚湾沙滩及
绿化带内乱停乱放的“三无”（无船名船号、无船舶
证书、无船籍港）船只共111艘，后经辖区回新、回
辉两个社区居民认领4艘，剩余107艘。1月1日
至1月31日期间，持合法有效船舶证书的居民可
向天涯区农业农村局申请领取停泊在三亚湾沙滩
及绿化带内的船只。2月1日之后，，该区将根据
相关规定，择时对无人认领的剩余部分船舶，依法
进行拆解销毁。

“我们已经在回新、回辉社区张贴了三亚湾沙
滩及绿化带内乱停乱放船只的认领公告。但目前
绝大多数‘三无’船只仍无人认领。”天涯区有关部
门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近年来，为打击“三无”船只的非法捕
捞、无证捕捞行为，确保海上旅游业持续平稳健康
发展，三亚市、区各级部门采取“现场防控、严密稽
查、海陆巡逻”等方式，加大整治力度，定期开展执
法行动。

我省去年投放300台“警务便民服务站”

140项业务可“就近办“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坤）1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
2019年省公安厅在全省投放了300台“警务便民
服务站”，提供户籍、身份证、居住证、交通违法处
理、出入境、证明开具等多达140项公安业务办理
服务，以此有效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慢，多头
跑，来回跑”的问题。

“警务便民服务站”各地分布数量为：海口、儋
州市各30台，三亚市20台，琼海市、文昌市、东方
市、万宁市、乐东黎族自治县、澄迈县、临高县、定
安县、屯昌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
各15台，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各12台，洋浦经
济开发区6台，三沙市1台。具体点位分布、业务
办理等相关事项可登录微信小程序“海南警务便
民服务站”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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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点工作环境更优美、硬件设施更
齐全、功能区分更清晰。”光大银行海口分
行相关负责人说。1月13日，光大银行海
口分行乔迁仪式举行。此次迁址有效改善
了光大银行海口分行服务环境，将为客户
提供更加贴心、快捷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辖内网点
多次荣获“全国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
位”“全国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等
称号。

如今，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在辖内全部
网点开展“创星工程”，全力打造“星级网
点”，擦亮“有温度的光大，有品质的服务”
品牌。

社区银行：
“金融+非金融”丰富服务内涵

下午4点多，海口和风江岸社区银行
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大厅，很多家长带
着孩子在阅读，静享书香。这里是光大·
海图社区书屋，书屋自2014年创办以来，
全省已有14家，覆盖海口、儋州、三亚、琼
海四地，被老百姓亲切的誉为“家门口的
银行书屋”。

据介绍，作为全国首家与省级图书馆

合作共建社区书屋项目的商业银行，中国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与海南省图书馆深入合
作，大胆探索和创新跨业合作的新模式
——“光大·海图社区书屋”，倡导“全民阅
读”，提供文化阅读“最后一公里”服务，践
行普惠金融的服务理念。

阳光是光大的标志，也象征着光大
服务的品牌理念。2013 年光大银行海
口分行首个社区银行落地，从此“走进
社区、服务社区；在您身边、为您服务”
的服务理念在辖内 13 个社区银行扎根
发芽。

光大社区银行通过“错时服务”，满
足小区居民和小微业主对金融服务便
利性和便捷性的需求，实现对社区居民
金融服务的“延时供给”；通过温馨的环
境布置、便民的服务手段、丰富的社区
活动，在提供投资理财、信贷及生活缴
费等金融服务的同时，拓宽服务的外
延，体现社区银行“金融+非金融”的丰
富服务内涵。

外树形象，内塑服务，光大银行海口分
行通过开展各类厅堂增值服务，提升服务
水平，切实践行“口碑赢得客户，服务创造
价值”的服务理念。

2018年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在光大银

行总行服务检测中排名全国第一，在中
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评比中，一家支
行荣获“千佳示范单位”称号，海口分行
荣获“千佳”评估工作“最佳组织单位”
奖。2019年该分行获中国银行业“十佳
零售分行”称号，成为海南唯一获得该荣
誉的银行。

回馈于民：
创金融反哺社会新标杆

时代在变，市场在变，需求在变，为地
方服务的初心却始终未变。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在不断提升金融服
务品质的同时，切实履行金融服务社会、金
融服务民生的银行企业社会责任。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长期开展送温暖、
捐资助学、学雷锋等系列活动，累计投入资
金近百万元；已连续开展了10届爱心献血
活动，荣获“无偿献血先进单位”称号；辖内
33个网点内，每周三均设“有温度的下午
茶”全岛爱心驿站，让在外奔波忙碌的市民
走进网点歇脚休息、喝茶品甜点；针对当前

“校园贷”“套路贷”、电信网络诈骗等金融
风险，将金融知识送进校园，有针对性地进
行风险提示教育；开展普及金融知识活动，

提高老百姓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推
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积极参与
2019年“海南省反假货币宣传月”活动，帮
助群众掌握假币识别技巧，强化爱护人民
币意识。

2019 年，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在全省
157 家定点扶贫单位的考核中获评“优
秀”，光大银行海口分行派驻儋州市南丰镇
松门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吉祥获海南省金融
系统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先后投入 40 万
元，从强化扶贫村党建管理、加强村委会
文体设施建设、发展全村集体经济、依托

“公司+农户”的方式进行竹狸、柚子等高
效农牧业种养殖（植）、开展扶贫夜校培
训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使松门村村容
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室、卫
生室、篮球场、邮政网等公共服务设施一
应俱全，村村通道路、村巷路全覆盖硬
化、自来水铺管到户、户户通电通网络通
广播电视。村集体经济收入较帮扶前提
高了400%，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51户
593人全部脱贫摘帽，“两不愁、三保障”
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撰文\嘉禾 丁娥 文玲 李小诺 本版
图片由光大银行海口分行提供）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本部乔迁，将提供更贴心、快捷的服务

“百佳”服务标杆更显金融温情

1月13日，光大银行海口分行乔迁仪式现场。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卓斌 美编：张昕

有部分消费者认为，低芥酸菜籽油虽好，但芥香味不足，不
如高芥酸菜籽油香。因此为了追求口感，还是会选购传统的高
芥酸菜籽油。如何让低芥酸菜籽油在保证“营养健康”的同时，
兼顾“浓香美味”呢？这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困扰行业内的难题。

以“追求品质而不断进行科技创新”著称的鲁花集团，经过
3年多的科技攻关，采用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5S压
榨工艺”中独特的生香、留香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给营养健
康的低芥酸菜籽油又赋予了香气浓郁的美味，更好地满足了消
费者对“色、香、味”饮食文化的追求。

秉承“绝不让消费者食用一滴不利于健康的油”这一品质承
诺，鲁花低芥酸浓香菜籽油的问世，为消费者的餐桌又增添了

“美味”“健康”新体验。
喜欢食用菜籽油的你，“get”到了吗？

高芥酸？低芥酸？你家选什么菜籽油？

菜籽油大家比较熟悉，“低
芥酸”却有些陌生。殊不知，

“芥酸”里面的学问大着呢！传
统油菜籽中，芥酸和硫代葡萄
糖苷硫甙含量较高，其中芥酸
含量为 20%~60%，俗称“高芥
酸油菜籽”。高含量的芥酸可
以诱发心肌脂肪堆积、充血性
心力衰竭等疾病。为保障公众
健康，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一
直在积极倡导双低油菜籽的科
研、种植与推广。

由低芥酸油菜籽压榨出的油，
就是我们常说的“低芥酸菜籽油”。
那怎样的菜籽油才称得上“低芥酸”
呢？目前菜籽油国家标准要求，芥
酸含量低于3%的菜籽油可称为低
芥酸菜籽油。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
国粮农组织，对低芥酸菜籽油的要
求是芥酸含量为 2%以下。美国
FDA对低芥酸菜籽油的要求也是
芥酸含量不得高于2%。而“鲁花
低芥酸浓香菜籽油”也明确标注“芥
酸含量低于2%”。

低芥酸菜籽油，在国际上被称为“健康的食用植物油”。美国FDA
认定其为安全食用油，并在2006年发出倡导，每天吃19克低芥酸菜籽
油，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2010年法国建议每天摄入1勺~3勺双低菜
籽油，可增加a-亚麻酸的摄入量，以保持身体健康。

业内人士认为，双低菜籽油对人体健康好处多多，但由于低芥酸
菜籽油在我国规模化生产只是近十几年来的成果，所以尽管科研人
士在竭力宣传，知道其好处的老百姓却并不多。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等发表的题为《双低菜籽
油营养功能研究进展》的内容显示，双低油菜籽具有降低人体总
胆固醇及有害胆固醇，但不降低对人体有益的胆固醇；提高胰岛
素敏感性和耐糖性；预防缺血性中风；促进婴幼儿大脑发育；防
治神经系统紊乱；降低纤维蛋白原益于老年人健康；有助于减肥
保护肌肉等营养功能，是营养健康的优质食用植物油。

作为老百姓一日三餐的必需品，食用油在中国家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更加重视生活品质的今天，怎样吃油更健康，备受消
费者关注。想选一款香味浓、营养高、油烟少的食用油？不妨试试咱信赖的老牌“新作”——鲁花“低芥酸”浓香菜籽油。

“芥酸”里边有学问 什么是低芥酸菜籽油？ 低芥酸菜籽油的优点 独特技术保证“浓香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