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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邓
海宁 良子 通讯员覃易琼）7月29日
上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绍章
等20名被告人涉黑犯罪一案依法进
行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2010 年以来，
被告人王绍章借海口市观澜湖地区
大开发，带动该地区土地升值之机，
为侵吞海口市龙华区国扬村委会地
区土地利益，凭借其早年经商获取
的经济实力，以宗亲关系为纽带，纠

集、网罗被告人王恩师、王安康、王
恩科、陈延基、王生伟、王时恒等人，
形成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多
达18人。该组织有明确的组织者、
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通过有
组织的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
利益，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和发展；
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多
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
压、残害群众；通过有组织地实施17
宗具体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操

纵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破坏基层换
届选举，对国扬村委会地区基层政
权和土地资源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
影响，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
秩序，形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该组织依法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
织。公诉机关指控的违法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
成立。

该案共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强迫

交易罪等8个罪名，涉及违法犯罪
事实17宗，属重大、敏感案件。

法院判决王绍章犯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强
迫交易罪、职务侵占罪、故意毁坏财
物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王恩师犯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4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王安

康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
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故意毁坏财物
罪、开设赌场罪，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4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
1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年6个月
到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同时对
已查封、冻结、扣押的价值数千万元
的涉案财产，判决依法予以没收，上
缴国库，对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其
他违法犯罪所得，依法继续追缴。

王绍章等20人涉黑案一审公开宣判

广告·热线：66810888

杭州产权交易所公告
海口市华海路5号义龙别墅16幢转让公告

项目名称：海口市华海路5号义龙别墅16幢

转让底价：2732800元

信息披露截止时间：2020年8月6日

联系人及电话：叶小姐 0571-85085594

详情请登陆杭州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zaee.

com查阅。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05执102号之三

申请执行人黄伟嘉与被执行人张书业、王燕青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 琼0105民初508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张书业、王燕青不主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定于2020年9月4日10
时至2020年9月5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法院账户名:海南省海
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f.taobao.com/
0898/13)上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王燕青名下位于海口市美兰
区海甸一东路21号滨江海岸-1901地块5、6栋24层B2402房
(不动产权证号:YG054581) 。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8659205 联系人:杨法官

2020年7月22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874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海南永兆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与被执
行人海南信伟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9) 琼0105民初7147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
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海南信伟实业有限公司未主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查封海南信伟实
业 有 限 公 司 名 下 的 海 南 后 海 温 泉 小 镇 G13 栋 住 宅
1903、1905、705、706 房。现本院拟对该查封房产进行处置。
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联系电话: 0898-68651334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与梁国林
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保人的债权、担保权利及全部
其他权益依法转让给梁国林，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请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或债务人、担保人的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梁国林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分立、
合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7月30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文昌阿何食
品工业园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46000501- 2012
年（文昌）字0023
号

本金

29,485,100.00

利息

14,808,690.06

担保人

文昌阿何食品工业园有限
公司、何泓、张凤伟、陈凤
英、海南阿何食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及编号

46000501- 2012 年文昌
（保）字0004号 、0005号、
0006号；46000501-2012
文昌（抵）字0006号

原贷款行
/初始债权人

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海南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债权资产明细表
转让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海南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改扩建工程项目环评公示信息
《海南省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改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公示稿）》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途径：1、网络链接：http://hnsthb.hainan.
gov.cn: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报告书查
阅地点：海南省昌江县西线高速公路叉河段东南侧。二、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征求以改扩建项目厂址为中心、各厂界外扩19.6km的矩形
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信
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
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需采用实名方式并提供
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海南宝来工贸有限公司；电子
邮箱：chenpy@lesso.com；联系电话：0898-26694116-8012。地
址：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西线高速公路叉河段东南侧。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7.28-2020.8.10

海南圣捷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三亚市天涯区红旗街社区居
民委员会委托，于2020年7月27日下午3:00对三亚市天涯区红
旗街夜市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现将中标结果作如下公告：
一、项目编号：HNSJ-CG-2020-005。二、项目名称：三亚市天
涯区红旗街夜市项目。三、中标信息：中标方名称：海南普庆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方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迎宾路
壹号1栋1号楼7层707号房；中标金额：1,042,860.00元/年。
四、服务范围：红旗街社区中解放路至跃进街这一路段约有535

米的街道作为夜市经营范围。五、评审专家名单：冯飞雁,钟每,
孙修能,郝亚娟,陈冠铭。六、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
个工作日。七、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名称：三亚市天涯区红旗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新建街108，联系方式：1397619096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名称：海南圣捷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地
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丰兴隆开发区兰海滨河城市花园
一区01号商铺，联系方式：0898-88690909。

海南圣捷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日

中标公告

扫黑除恶进行时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王欣

为攫取经济利益，把持基层政
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通过贿
选、买凶恐吓等方式两次当选村委会
副主任；不仅自己贿选，还扶持受其
控制的人当选村委会主任；为谋取非
法利益，使用暴力胁迫手段侵吞集体
土地补偿款；为强揽工程项目，阻拦
工程施工实施强迫交易……

“判决王绍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
罪、职务侵占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5年……”
7月29日上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王绍章等20
人涉黑犯罪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判处王绍章以及其他19名被告人有期
徒刑1年6个月到25年不等刑期。

该案暴露出黑恶组织把持基层政
权、非法牟利的危害值得深思和警示。

靠贿选长期把持基层政权
以谋一己私利

据了解，王绍章祖籍海口市龙华

区龙泉镇国扬村，长期在外做生意。
身为商人的他为什么要回村当干部，
甚至长期把持基层政权呢？回顾以
王绍章为首涉黑团伙发展过程，要从
其两次贿选成为村委会副主任说起。

2010年开始，随着海口市观澜
湖地区大开发，国扬村的土地随之升
值，王绍章看到了发财的“机会”。凭
借其经商积累的经济实力，以贿选的
手段当选2010届国扬村委会副主
任，他的真正目的则是利用国扬村的
土地非法获取利益。

2012年到2013年间，王绍章承
租海南宇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宇拓公司）在国扬村昌茂村民小组已
承租土地相邻的土地，王绍章利用双
方土地存在的历史争议，多次指使王
安康带人推倒宇拓公司的围墙、工
棚，导致该公司项目多年未能开发完
成。王绍章由此恶名初显。

“王绍章在参与2013年、2016年
选举过程中，指使我和王时恒购买村
民选票，每张选票200至 300元不
等。”组织成员王承中供述称，2016年
王绍章再次通过贿选成为国扬村委
会副主任，均是通过金钱诱惑或威胁

恐吓的方法，从当地村民处取得空白
选票。

在王绍章任国扬村委会副主任
期间，村委会其他成员也均系王绍章
指定，使其实际控制村委会，继而架
空村党支部，当地“两委”形同虚设，
基层政权被王绍章实际把控。

此外，王绍章还让其出资贿选的
人员签署承诺书，交出工资银行卡或
印章等，以抵扣王绍章支付的贿选资
金，实现非法控制村委会的目的。

2016年 5月，海口市政府征用
国扬村的部分土地修建羊山大道，王
绍章为强占该集体土地以获取征地
补偿款，指使王恩师纠集陈延基、陈
修信、李海华以及社会闲散人员，持
钢管等工具到征地现场，威胁、恐吓
对该土地提出异议的村民。之后王
绍章利用其担任国扬村委会副主任
的职务便利，将征地涉及的属于国扬
村的12.81亩集体土地登记在自己
名下，并领取征地补偿款150多万
元。以该事件为标志，以王绍章为首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形成。

该组织自形成以来，王绍章以
其早年经商获得的资产用于雇佣打

手、大肆贿选，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并通过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职
务侵占等违法犯罪行为攫取非法利
益达1200余万元，用于供养组织成
员，支持组织运行发展。获得的收
益由组织头目和骨干成员参与分
配，为一般成员发放工资报酬或者
吃喝娱乐。

靠暴力垄断农村土地资源
阻碍投资开发

以王绍章为首的黑社会组织成
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多次以暴力、威
胁手段欺压、残害村民，迫使村民屈
服，达到霸占村集体土地的目的。甚
至花钱组织人员恶意上访、诬告陷
害，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此外，该组织还通过阻碍当地公
路工程建设的方式强揽工程，导致工
程进度受到严重影响，建设成本提
高。在羊山大道、观园地产项目开发
过程中，该组织成员王安康为强揽该
项目供应建筑材料的工程，指使、纠
集王承中、王时恒、王乾武等人多次
到施工现场阻拦工程施工，造成施工

单位无法施工后，王绍章以国扬村委
会副主任身份出面，示意施工单位要
将一些工程交由当地人承包，施工单
位被迫将项目供料工程发包给王安
康，王安康等人非法获取工程款
1000多万元。

“王绍章是家族里的头，有钱又
有势，他说祖宗的地大家都有份，有
事要一起出面处理，以后征地开发
了，大家能分到很多钱。”组织成员王
恩科、王恩熙供述的证言显示，非法
强占土地过程中，王绍章家族成员为
以后征地时能多分到钱，积极参与到
暴力强占土地事件中。

王绍章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横行乡里，为非作歹，引发当地
村民的极度不满。自 2016 年至
2018年期间，当地数十名村民联名
分别向海口市、海南省、中央巡视第
十二组实名举报该涉黑组织违法犯
罪的行为。

该案犯罪特征是运用个人财力
及家族势力，通过雇佣打手、大肆贿
选形成黑恶势力控制基层组织，并利
用基层组织攫取经济利益。

（本报海口7月29日电）

王绍章通过贿选两次当上村委会副主任，以暴力手段垄断农村土地资源

“黑老大”为牟利把持基层政权

专题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刘笑非 美编：陈海冰

问：哪些欺诈骗保行为可以举报？
答：无论是定点医疗机构、参保人员

和医保经办人员，都可能发生骗保行
为。目前国家在大力打击欺诈骗保，以
下都是欺诈骗保行为：

A.定点医疗机构骗保行为：
1.虚构医药服务，伪造医疗文书和

票据骗取医保基金；
2.为参保人员提供虚假发票；
3.将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记入

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
4.为不属于医保范围的人员办理医

保待遇；
5.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

服务；
6.挂名住院；
7.串换药品、耗材、物品、诊疗项目

等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等。
B.参保人员欺诈骗保行为：
1.伪造假医疗服务票据，骗取医保

基金；
2.将本人的社保卡转借他人就医或

持他人社保卡冒名就医；
3.非法使用社保卡套取药品、耗材

等，倒买倒卖非法牟利等。
C.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工作人员欺诈

骗保行为：
1.为不属于医疗保障范围的人员办

理医保待遇手续；
2.违反规定支付医疗保障费用；
3.监守自盗、内外勾结等行为；
4.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参与欺诈骗保等。
问：哪些人可以获得欺诈骗保行为

举报奖励？
答：2019年10月，我省出台《海南省

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暂

行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健全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和引导公
众共同参与对医保基金的监管。规定凡
举报我省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并
经当地医疗保障部门查证属实的，给予
举报人最高10万元的奖励。

问：举报方式有哪些？
答：举报人可通过电话、来访、信函或

网络等方式进行举报。举报人可以实名
举报，也可匿名举报，鼓励举报人实名举
报。举报人一般应向欺诈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行为所在市县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举
报，也可以向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举报。

问：如何才能得到举报奖励？
答：只要满足三个条件：1.举报情况

经查证属实，造成医保基金损失或因举报
避免医保基金损失；2.举报人提供的主要
事实、证据事先未被医保行政部门掌握；
3.举报人选择愿意得到举报奖励。

问：举报奖励标准是多少？
答：1.经查证举报情况属实的，对举报

人的奖励金额按查实欺诈骗保金额的5%

予以奖励；2.奖励金最高不超过10万元。
奖励金不足500元的，按500元标准发放；
3.对可能造成医疗保障基金重大损失，因
举报人举报而被有效制止的奖励500元。

问：奖励金的具体发放流程？
答：1.举报案件办结之日起5个工作

日内，由查办举报案件的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通知符合《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的
举报奖励对象领取奖励通知书；2.举报
人接到通知书30日内，凭奖励通知书并

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查办举报案件的医疗
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奖励金领取手续，由
两名工作人员同时确认举报人身份后，
填写《海南省医疗保障基金欺诈骗取行
为举报奖励登记表》，10个工作日内，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奖励
金给举报人；委托他人领取的，还应提供
由本人亲笔签名并加按本人手印的委托
书、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

（策划、撰文/晓原 吉秋平）

医保政策：骗保违法 举报有奖

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医保政策宣传工作，加深广
大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理解，省医疗保障局在《海南
日报》特开辟《海南省医保政策宣传》专栏，选取群
众最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本专栏每周定期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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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卡只能本人就医使用。使
用他人社保卡就医是欺诈骗保行
为。一经发现，医保部门可按当地相
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追回医保基
金，同时将参保人纳入失信人员黑名
单，影响参保人下一步享受医保待
遇，情节严重的还将移交司法部门。

自己的社保卡绝不可以转借他人！
重要
提示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7月28日12时-7月29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1

8

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4

19

17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海口部分区域将试点开展
校内午餐、午休、课后托管服务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 （记者计思佳 实习
生王俊乐）7月29日，海口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并原则通过了《海口市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
作实施意见（试行）》文件（以下简称《意见（试
行）》）。该市将坚持学校主体、自愿参加、公益
惠民、民主管理的原则，公开透明地竞争性引入
质优价廉的供餐企业和培训机构，通过政府、社
会、学校、家庭多方合力，切实开展好中小学生
校内课后服务。

海口校内课后服务内容主要包含午餐、午休、
课后托管三大类。中小学生在校午餐主要采取校
内供餐和校外集体配餐两种方式。为确保学生用
餐安全卫生有营养，将邀请营养专家为学生定制
科学食谱，食谱两周不重样，多数是三菜一汤一主
食，“三菜”保证要是两荤一素。

在午休服务方面，非寄宿制学校学生校内午
休以在教室内午休为主。为确保安全，午休服务
管理人员均由学校教职工担任。严禁有违法、失
信等不良记录人员参与校内课后服务。

课后托管服务分为基础托管服务、特色托管
服务两类。基础托管服务依托学校，安排学生做
作业、自主阅读、娱乐游戏、社团及兴趣小组活
动、科普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并鼓励
到就近社区、企业等开展学生实践活动。特色托
管服务在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前提下，由学校或
公益性校外机构组织开展艺体、科技、拓展训练
等特色课程。

《意见（试行）》鼓励和支持学校教职工在按质
按量完成正常职责内工作后，参与校内课后服务
教学和管理工作并取得相应的劳务报酬。海口课
后服务费用采取“政府补助、家长分担”的成本分
担机制。各学校课后托管服务内容、方式、时间、
场地、师资、费用等信息应主动对外公示，由在校
学生及其家长自愿选择，不得强迫或变相强迫学
生参加。

据悉，《意见（试行）》先将在海口部分区域试
行，积累经验后再向全市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