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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袁平 郭鹏洋

2019年底，省纪委监委通报三起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典型案
例，再次在全省引起广泛关注。

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职责定位，把深
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背后“保护伞”
问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高位推动、全
局统筹，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重点
行业和领域，在打“伞”破“网”的主战
场上坚持“两个一律”和“一案三查”，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不断提升打“伞”破“网”质效。

强决心勇担当 高位推
动织密惩腐打“伞”大网

扫黑除恶事关基层政权巩固、事
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百姓福祉。一
年来，海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把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打“伞”破“网”行动
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积
极谋划，全力推进。

“深挖涉黑腐败和黑恶势力‘保护
伞’，坚决清除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的
腐败分子，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助长黑恶势力坐大成势、干预和

阻挠案件调查处理等问题，严肃查处
宗族恶势力、黄赌毒和‘菜霸’‘砂霸’

‘运霸’背后的腐败行为。”2019年1
月，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
任蓝佛安在七届省纪委三次全会上
强调，要将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抓
紧抓实。

2019年以来，省纪委常委会先
后 5次召开会议听取专题汇报，研
究部署相关工作；6次召开省纪委监
委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大
案要案指挥部会议，落实有关指示
批示要求。此外，还将扫黑除恶纳
入巡视巡察监督重要内容，对重点
地区有针对性地开展巡视巡察，
2019年，全省巡视巡察共发现涉黑
涉恶问题55个。

针对线索移送、部门联动、案件查
办、保护伞认定等关键环节存在的制
度短板和漏洞，去年，省纪委监委会同
省委政法委、公安机关等部门制定问
题线索双向移送和协同办案、直查快
办督办督查、保护伞认定指导意见等
7项制度，系统构建惩腐打“伞”体制
机制。

“目前，各项制度和机制的运行已
趋于成熟，各部门间的协作联动和默
契度得到了有效提升，惩腐打‘伞’这
张大网越织越密。”省纪委监委党风政
风监督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敢出击善斗争 深挖彻
查确保树倒根除

2019年1月6日晚，随着省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一声令下，盘
踞昌江近三十年的黄鸿发黑社会性质
组织被一举抓获，在全省乃至全国引
起了广泛关注。同月，省纪委监委统
筹各地审查调查力量成立专案组，深
挖彻查黄鸿发等黑恶势力背后的涉黑
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随后，曾担任过昌江县公安局局
长的省森林公安局原党委书记、政委
王雄进，万宁市委原常委、市公安局原
局长麦宏章等人相继接受审查调查。
截至2019年12月底，共有108人因
涉黄鸿发案背后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

这是省纪委监委重拳出击，深挖
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背后“保护伞”案
件的一个生动案例。

一年来，省纪委监委坚持全省“一
盘棋”理念，成立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大案要案指挥部，统筹、指
挥、调配和督促各方力量；将办案资
源、办案力量向打“伞”破“网”倾斜，同
时投入4个监督检查室、2个审查调查
室，联合多部门、多地区，专案攻坚，分
别对重大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进行查处。

“打掉‘保护伞’，冲破‘关系网’是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中之重。要深
挖彻查、逐案过筛，严肃查处黑恶势力

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问题，力求
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海南省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19年11
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
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435件
455人，处理 315人，移送司法机关
46人。

除对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外，海南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还坚持将扫黑除恶与基
层反腐“拍蝇”相结合，聚焦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严
肃查处基层干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
伞”问题。2019年以来，共有55名农
村“两委”干部被严肃查处。

治源头夯基础 标本兼
治强化综合治理

“请针对问题认真剖析根源，举一
反三，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加强
廉洁教育和法纪教育，建立健全制度
机制，推进业务运行规范化……”
2019年9月20日，针对公安队伍中出
现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的问
题，省纪委监委向省公安厅发出《监察
建议书》。

根据监察建议，自 2019 年 9月
起，在省纪委监委驻省公安厅纪检监
察组的指导下，省公安厅在全系统组
织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纪律作风集中
整治活动。

“极少数‘害群之马’被清理出了公
安队伍，一部分违纪人员受到了严肃处

理，通过这次集中整治活动，让广大公
安干警既受教育更受警醒，从思想根
子上解决纪律作风问题。”省纪委监委
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组长盛小卫表
示，一系列举措让队伍纪律规矩意识
更强了，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儿更足了，
纪律作风实现了大转变，整体面貌有
了明显提升，工作效能实现了大增长。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像这样
的监察建议书，省纪委监委共发出了
36份，此外还发出了纪律检查建议书
9份、相关提示函和提醒函等文书31
份，推动以案促改、标本兼治。

精准提出纪检监察建议，推动案
发单位抓好警示教育、汲取教训；针对
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补齐制度短板；
强化案后调研指导，探索构建综合治
理长效机制……省纪委监委着力做好
以案促改和整改落实“后半篇文章”，
为长效常治打牢基础，不断提升综合
治理水平，以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实
际成效优化营商环境、修复政治生态。

“打‘伞’破‘网’有力推动了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全省党风政风
明显好转，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正加
快形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省纪委监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将持续保持惩腐打“伞”工作凌厉攻
势，深挖“关系网”、严查“保护伞”，坚
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土壤，推动
扫黑除恶和打“伞”破“网”不断取得新
的更大成效。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

海南2019年全面从严治党系列综述④

一年来，省纪委监委精准出击，聚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实现打“伞”破“网”新突破

关注春运

海南铁路轮渡：

全力服务客流车流高峰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向勇刚 吉家郑 苏豪）海南日报记者1月17日从
海南铁路轮渡部门了解到，随着春节假期的临近，
铁路轮渡也迎来了节前客流车流高峰，日输送旅
客约1.4万人次，汽车约3400辆。

为此，铁路轮渡船管中心采取多举措应战节
前客流车流高峰，该中心在船桥衔接处、船舶楼
梯拐弯处、客舱门口等地，安排人手进行旅客上
下船引导；并认真落实人车分离制度，加大对船
舶火车舱、汽车舱的巡查力度，强化船舶日常维
护保养工作；并要求所有船长严格执行船舶国际
避撞规则；加大对旅客引导、车辆装载、船舶航
行等过程的盯控，确保现场作业有序可控。

铁路轮渡部门提示：目前铁路轮渡在原有每
天开行14对航班的基础上，力争再增开1对航
班，预计可增加车位200个，客票1000余张。

另外，每天8时至22时，因铁路轮渡要承担
客列运输任务，票源、车位相对紧张，22时至次日
8时间票源比较充裕，可随到随走，过海旅客可通
过关注“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查询航班，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公安部通报
海南警方侦办“901”专案情况

400警力跨省抓捕“杀猪盘”
赌博诈骗嫌犯151人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田和新）1月16
日10时，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
击跨境网络赌博“断链”行动新闻发布会，会上通
报了2019年全国打击跨境网络赌博违法犯罪成
果，海南省公安机关组织侦办的“901”专案列为
全国典型案件。

2019年上半年，海南省公安机关根据前期群
众的举报线索，对一起匿名举报的“杀猪盘”赌博
诈骗线索深入开展调查，经过数月的艰苦侦查和
连续奋战，迅速查清了整个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
和活动规律。

2019年8月，在公安部统一指挥协调下，省公
安厅主要负责人组织指挥全省治安、刑警、特警和网
警等警种400余名精干警力，在福建和海南两省同
时进行统一收网，全链条打掉福建省福州市一个研
发并向境内外推广百余个赌博诈骗网站、APP的职
业犯罪集团及5个赌博诈骗团伙，捣毁犯罪窝点11
个，刑事拘留151人，冻结涉案资金近千万元。

此案的成功侦破，有力打击了网络赌博诈骗
犯罪的嚣张气焰，充分展示了海南省公安机关惩
治赌博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坚定决心，受到公安
部的贺电嘉奖。

该案是典型的“杀猪盘”式犯罪，有别于大部分
电信诈骗的短平快，“杀猪盘”是慢工出细活。先组
织员工在交友和婚恋平台伪装成“白富美”或“高富
帅”，通过微信等聊天工具增进与受害人的感情，然
后诱骗群众到赌博平台进行充值赌博，最后再通过
操控开奖结果、拉黑用户和不退钱等方式进行诈骗。

据办案部门介绍，该犯罪集团成员呈现年龄
小、高学历等特点。抓获的151名犯罪嫌疑人中，

“90后”123人，“95后”73人，其中大中专学生13
人。另外，案件受害人范围广、数量多也是该案特
点之一。经初步核实，该案受害人高达3651人，
遍及全国10多个省市。

扫码看海南跨省
抓捕“杀猪盘”赌博诈
骗集团相关视频

码上读

遗失声明
我台中国记者网加密终端管理员
因自身保管不当，导致加密终端遗
失，现声明该加密终端作废，重新
向海南省新闻出版局提交申请。
特此声明

定安县广播电视台
2010年1月14日

遗失声明
海口市外资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合同章，财务章各一枚；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20131414-8，
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公告

经我司公开招标，金盘路43号厂

房招租中标单位为海南鑫隆胜达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南沙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7日

▲涂文轩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360103199501264416，特此声明。
▲齐敬喆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二期B3栋403房收据叁张
号 码 为 ：0009392、0000704、
0002230声明作废。
▲郑涧洧遗失中南芭提雅房屋装
修保证金收据一张，收据单号:
HNQYS180241454，声明作废。
▲闫璟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修
资金收据，收据编号：雅海0079604，
金额5,742.6元，声明作废。
▲武威九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
修资金收据，收据编号：雅海
0071850，金额9,029.40元，声明
作废。
▲陈建树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原件，
房号：东方碧海云天F3栋1403号
房，收据编号为 0909827，金额:
48487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陈庆祥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1张原件，
房号：东方碧海云天D5栋1305号
房，收据编号为 0004734，金额:
1000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沈名琴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证号：460004198105040947，特
此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蓝魅休闲餐吧遗失公
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
安全检查合格证，证号：海龙公消安
检字［2018］第001号，声明作废。
▲陈翠平遗失中南西海岸B27-
1601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0011162，金额:335921元,声
明作废。
▲叶春思遗失车牌号码琼F05898
车 的 营 运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400060606，声明作废。
▲昌江县蓝天幼儿园遗失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昌江人民北路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5876001声明作废。
▲谢卿遗失琼D59156牌道路运
输证，证号：469026060468 声明
作废。
▲海南省关爱社区助老义工服务
社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000397982654F，声明作废。
▲吴少云（于2020年1月5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033198710121480，特此声明。

▲蔡少岛遗失座落于清澜开发区
林化小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文国用（2007）第 W0302463
号,特此声明。
▲本人赵文瑞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 2 号岛澜湾 3 号
1215号房，收据编号0239825，金
额74339元，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范雅文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 2 号岛澜湾 3 号
1115号房，收据编号0004968，金
额 148152元，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代明芳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澜湾2号705
号房，收据编号 0961960，金额
48245元，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代明芳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澜湾2号817
号房，收据编号 0148149，金额
65646元，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麦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1460200MA5T4PGM4Q）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0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

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

告。联系人：刘美孜18801230550

减资公告
海南哲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 伙 ）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MA5T1UX50L 经全体

合伙人会议决定，同意合伙人天津

兴津投资有限公司；万方方；北京

通佳益商贸有限公司；安徽亿森企

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退伙，注册资

本由 9375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6820万元人民币，原债权债务不

变，特此公告。

▲本人代明芳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澜湾2号817
号房，收据编号 0961959，金额
65646元，特此声明作废。
▲何贤伟不慎遗失2012年2月海
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签发的居民
身 体 证 ， 证 件 号 为 ：
46003119620814081X，特此声明。
▲李伟不慎遗失海口市龙华区城
西镇高坡上村386号房屋租赁证，
租赁证号：2019（56079），特此声明。
▲三亚琪乐房地产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许正平不慎遗失海南雅航旅游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修资
金收据一张，收据编号0015641 ，
金额3.805.80 元，声明作废。
▲尹琴华遗失海南闽庄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庄园丽都二期D6-
1516 收款证明收据 1 张，编号：
NOA0042598号，声明作废。
▲本人张百合，不慎遗失海南金萃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恒大御海天
下项目A05-1单元-606号商品
房认购书，认购书客户联编号
1800020，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恒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 ：4600171320；发 票 号 码 ：
22383735，声明作废。
▲海南恒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 ：4600171320；发 票 号 码 ：
22383736，声明作废。
▲海南华联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发
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宜佳百货商行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31472863，声明作废。
▲澄迈长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原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赵琳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
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国
海南海花岛2号岛澜湾3号1113
号房，收据编号 0004999，金额
147546元，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赵文瑞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 2 号岛澜湾 3 号
1215 号 房 ， 收 据 编 号
HHD0240891，金额74338元，特
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
号469007000004864拟向东方市
市场监督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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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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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记者计
思佳 郭萃）海南日报记者 1 月 17
日获悉，为稳定猪肉蔬菜价格，
保障春节期间市民菜篮子丰富
实惠“轻松”，海口 20 家企业向
全市农贸市场、超市、便民疏导
点的蔬菜猪肉销售的相关单位
发 起 保 供 稳 价 倡 议 书 。 春 节
（2020 年 1 月 20 日 至 2020 年 2

月 8 日）期间执行不高于倡议价
格。倡议价格明确了 14 种蔬菜、

“特殊菜”，以及黑猪肉、白猪肉、
鸡肉的倡议零售价，并得到了 40
家农贸市场的附议。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倡议价
对保供降价蔬菜、猪肉的品种及产
地都进行了详细分类。近期市场价
格走势，蔬菜价格下调幅度约为

15%，猪肉价格按平均10%调低零售
价。

水芹 5元/斤、甜菜 5元/斤、蒜
苗 6 元/斤、香菜 8 元/斤、光鸡 18
元/斤、活鸡17元/斤——此次保供
稳价倡议书还首次明确了4种特殊
菜以及鸡肉的倡议零售价，绝大多
数品种均不高于去年春节同期价
格，以实现让利于民。

发起倡议以及附议的企业还表
示，它们保证做到：积极落实倡议零
售价格；明码标价，不囤积居奇、不
涨价；保证市场足量供应、品种丰
富；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规定，不
因稳价而降低产品质量标准；积极
主动传播正确信息，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自觉接受政府监管和社
会监督。

本报海口1月17日讯（记者郭
萃）1月17日，海口市商务局召开会
议研究大型商超投放平价肉事宜。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1月19日
至1月27日，海口将投放50吨冻排
骨，市场统一销售价为每斤19.9元。

据悉，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从
国外采购一大批冻排骨，将联合大
润发、家乐福、旺佳旺、旺豪等商超
系统，投放成本价为每公斤42.8元
的冻排骨50吨，投放成本价与市场
统一销售价的差额，由海南罗牛山

食品集团补贴。此外，春节期间，海
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每天还将投放冷
鲜白猪肉200余头、热鲜白猪肉400
余头，保障春节期间猪肉供应。

“我们元旦就响应政府号召，参
加了保供稳价的活动，市民及消费

者的反响很好，今年春节期间，我们
将继续参与。”家乐福负责人陈玉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春节期间，家乐福
各大超市将供应冻排骨共计20吨，
五花肉、肋排等老百姓所需的肉品
也将备货充足。

抓牢“菜篮子”做好保供稳价

20家企业发出春节保供稳价倡议书

海口市民“菜篮子”丰富又实惠

平抑肉价，海口将投放50吨冻排骨

明起在大型商超可买到，19.9元/斤

海口计划明年实现
全市公办中小学
空调全覆盖

本报海口 1 月 17 日讯 （记者
计 思 佳）日前，省教育厅负责人表
示，今年我省将为所有的高考考点安
装空调。据悉，海口去年5月已完成
9个高考考点494个考场的空调全覆
盖，让所有考生高考不再高“烤”。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完成高
考考点空调安装工程，去年该市还完
成了公办学校教室空调全覆盖工程
（一期）项目，对20所公办中小学进
行了空调安装。接下来海口将继续
对剩余约220所公办中小学进行空
调安装，确保2021年实现全覆盖。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海口将年内完成公办高中
学校和中考考点空调安装列为海口
市2019年为民办实事事项之一。截
至2019年年底，海口已完成公办学
校教室空调全覆盖工程（一期），投入
6500万元对6所高中及14所中考考
点，1199间教室安装空调。

“接下来，海口将继续推进对剩
余约220所中小学实施空调安装工
程，预计安装空调约 9802 台，建设
费用2亿多元，争取2021年让海口
所有的公办学校 4901 间教室都能
实现班班有空调。”该负责人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