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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7月30日电（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屈江华）遵照最高人民
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海南省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7月30日对海南昌
江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案首犯黄鸿
发执行死刑。

法院审理查明，20世纪80年代
末，被告人黄鸿发与其兄黄鸿金、黄
鸿明、黄鸿波（已死亡）在其父黄应祥
的带领下，在昌江黎族自治县逞强争
霸、打架斗殴。90年代起，黄氏家族
通过开设赌场、盗采铁矿并拉拢恶势
力、招揽社会闲散人员、组建打手队

伍，增强经济实力和非法影响，逐步
形成以黄鸿发、黄鸿明、黄应祥、黄鸿
金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组织。
通过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一系列违
法犯罪活动大肆敛财，并以此成立若
干经济实体。该组织利用在当地的
强势地位，“以商养黑”“以黑护商”，
通过上述经济实体牟取巨额非法利
益达20余亿元，用于支持组织的运
行、发展。

该组织及其成员共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多达58起，其中刑事犯罪达
53起，共造成2人死亡、3人重伤、13

人轻伤、5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为
寻求非法保护，该组织以非法收益为
饵，引诱、拉拢、收买当地多名党政机
关、政法职能部门领导干部为其充当

“保护伞”。该组织实施的上述违法
犯罪活动严重扰乱了当地社会生活
秩序，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安全感、
幸福感、获得感，严重毁损了当地自
然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了昌江的政治
生态和当地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
给当地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公信力造
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1月10日作出一审判决，依
法判决黄鸿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行贿罪等18
项罪名，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

黄鸿发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依法并案开庭审理，维持了
一审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该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并
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执
行死刑前，依法安排罪犯黄鸿发会见
了其近亲属，充分保障了被执行罪犯
的合法权利。

该案是海南建省以来，组织成员
最多、盘踞时间最长、攫取非法利益
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社会高度关注
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黄鸿发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成功审
结，维护了海南昌江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和谐稳定，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

海南昌江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首犯黄鸿发30日被执行死刑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良
子）7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全国扫
黑办海南特派督导组获悉，全国扫黑办
特派督导组进驻儋州以来，在接待群众
举报和梳理重点案件、重点线索中发
现，儋州尤其是中北部地区宗族宗派势
力根深蒂固且与涉黑涉恶势力交织，成
为儋州扫黑除恶斗争难啃的“硬骨头”。

据了解，长期以来，儋州市宗族
宗派势力在海南全省有名，有些黑恶
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横行乡里、欺压
邻里，甚至组织群众阻挠政府项目开
工。如已被打掉的以符以康为首的
儋州市东成镇平地村涉恶家族势力，
该符氏家庭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长
期霸占洋浦服务区的绿化用地经营

摆摊牟利，多次以暴力、威胁等手段
阻挠洋浦服务区施工建设，殴打洋浦
服务区员工并敲诈他人。还如近期
侦破的以李勇贵为首的涉黑涉恶犯
罪团伙案件，该团伙利用宗族势力，
组织实施故意杀人、非法转让倒卖土
地使用权、组织卖淫等犯罪行为。

督导组暗访和谈话过程中发现，

儋州宗族宗派势力根深蒂固，涉嫌控
制农村资源。如盐丁村村民反映，该
村李姓几个领头人破坏古盐田建房，
村里人建房不经他们同意不敢盖。
督导组在接访群众上访的过程中发
现，宗族宗派之间为争夺土地纠纷不
断，成为当地社会稳定的一大风险。
有些黑恶组织在逃人员（如李养胜），

受当地同宗同姓人员的包庇，公安机
关明知其在当地藏匿，迟迟难以抓捕
归案；有些公职人员念及宗族感情，
对涉黑涉恶团伙通风报信。

督导组将重点、持续关注宗族势
力与黑恶势力交织的典型案件，通过
以案示警，整肃儋州宗族宗派势力不
正之风。

全国扫黑办海南特派督导组重点关注
儋州宗族宗派势力涉黑涉恶问题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孙
慧 特约记者邹小和）今年5月至今，我
省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天气，降雨量
较往年偏少，江河水库水位持续走低，
多个市县发生不同程度的气象干旱。
针对当前旱情，松涛水库、大广坝水
库、大隆水库等水利枢纽工程充分发
挥出蓄水保水优势，科学高效调度用
水，有效缓解了文昌市、东方市、海口
市、三亚市等市县的干旱，减少旱情造
成的损失，保障老百姓生产生活稳定。

7月17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
尾湿地公园，清澈的水流通过沟渠流
入已经干涸的沼泽地，这是由海尾湿
地公园与昌江县政府协调后，从大广
坝调度过来的蓄水，缓解海尾湿地公
园的旱情。经过几天补水后，干涸的
湿地滋润起来，躲在树林、草丛里的白
鹭、栗树鸭等动物也出来觅食了。

今年以来，我省大部分地区降雨和
江河来水持续偏少，水库蓄水不足，大
部分市县气象干旱迅速发展。江河天
然径流及水库蓄水方面，截至7月29
日，今年全省江河来水共59.25亿立方
米，较常年同期来水量偏少30%。水
库蓄水方面，全省水库蓄水总量为
28.28亿立方米（大型水库蓄水22.02
亿立方米，中型水库蓄水4.62亿立方
米，小型水库蓄水2.62亿立方米），占正
常库容33.4%，较常年同期偏少20%，

可有效利用总量为15.53亿立方米。
在如此持续高温干旱少雨的不利自

然气候条件下，我省有效发挥我省大型

水利工程蓄水和连通工程调度作用，解
决了部分干旱地区的燃眉之急。如，松
涛水库每天向永庄水库补水19万立方

米，累计超计划供水700万立方米，强有
力保障海口市秀英区用水安全。三亚大
隆水库、藤桥东河引水工程等工程保水

调水效益明显，再结合供水管网联合调
度，目前三亚主城区用水基本未受影响。

截至目前，东方市今年降雨量仅为
90.4毫米，较常年平均减少了不少。不
过，受益于大广坝灌区在东方市内构建
了丰富水系网络，包括大广坝水利枢
纽、戈枕水利枢纽、陀兴水库等大、中、
小型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运用，保障了全
市工业、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4月15日，红岭灌区工程主干渠
试充水，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红
岭水库引水到达文昌市的赤纸水库和
竹包水库，给文昌市应急补水500万
立方米，有效缓解文昌市的旱情。据
了解，如果旱情持续到八月份，省水务
厅计划将在八月中旬再次通过红岭灌
区工程向琼北地区调度用水，保障海
口市、文昌市等市县的用水供应。

省水务厅党组成员陈德皎认为，此
次应对旱情，大型水利工程发挥出防旱
抗旱骨干作用，但由于水利基础设施不
够完善，工程性、季节性缺水问题依旧
存在，我省将进一步补齐水利工程短
板，进一步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我省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降雨量较往年偏少，江河来水较常年同期少30%

旱情当前 大型水库显身手

东方加快推进
43条小巷道路硬化工程
预计9月全部完工

本报八所7月30日电（记者张文君）今年以
来，东方市加快推进43条小巷道路硬化工程，已
完成21条小巷道路硬化，预计9月全部完工。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7月30日从东方市市政园林事
务服务中心获悉的。

东方市黄土裸露整治硬化工程一片区，涉及
安居路8条小巷，全长2.4公里。自今年3月份开
工以来，东方市黄土裸露整治硬化工程一片区已
完成管网、路基铺设以及2.3公里混凝土路面浇
筑。目前，施工人员正抢时间赶进度，确保项目按
既定时间节点完工。小巷道路硬化，不仅方便市
民群众出行，还能提升城市“颜值”，是一项实实在
在的民生工程。

据悉，东方市今年已开工改造的43条小巷共
计9.6公里，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预计9
月全部完工。

大广坝灌区在东方市内构建了丰富水系网络，保障了东方市工业、农业灌溉用水安全。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定安大力整治
物业收费乱象

本报定城7月30日电（记者叶媛媛）近日，
有媒体报道定安多个小区存在物业乱收费管理混
乱、市场监管不严等问题，定安县纪委监委约谈
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单位负责人，要求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对全县各小区物业服务收费进行严
格监管，规范全县物业服务市场管理秩序。

约谈中，定安县监委相关负责人针对物业收
费乱象向该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解了定安部分
小区的物业管理及物业收费情况。

定安县监委要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举一
反三、以点带面，按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
例》和《海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文件标
准，对全县各小区物业进行督查检查；要发挥监管
职能，制定监督管理机制和处罚措施；严厉整治物
业收费乱象，进一步规范我县物业行业管理秩序，
促进全县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营造定安安定
和谐的人居环境。

法律讲堂开进陵水乡村
首期劝导村民向家庭暴力说不

本报椰林7月30日电（记者梁君穷）近日，家
庭暴力成为网络上热议的话题，陵水黎族自治县黎
安镇黎明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同心
协心办起了村里的法律讲堂，用普通话、海南话交
叉同步播音，向村民广播宣讲法律故事，第一期的
主题即是号召村民“向家庭暴力说不”。

“今天广播要给大家讲两个法律故事，我用海
南话，张队长用普通话各讲一遍，希望村民从故事
中学到法律道理，不使用家庭暴力……”当美丽的
黎安港结束了一天的炎热，黎明村星星灯火陆续
亮起，村民家中的广播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声音
来自黎明村委会广播室，海南话是黎明村党支部
副书记陈亚金，普通话是黎明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张艳英，她是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驻村干部，也
是省级普通话测试员。

这一期播讲的双语法律故事改编自生效判决
案例，把专业的法律判决改成村民听得懂的词句，
比如当事人名改为“妻子、丈夫、女儿”、长句改短
句等，使语言适合播音，让村民更容易理解与接
受。通过讲故事的形式，陈亚金和张艳英给村民
讲授了《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婚姻法》第
三十二条）等法律条文，让村民从故事中学到法律
知识和夫妻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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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助商惠民计划
助力海南消费回暖

4月 20日至6月30日海南银联投
放消费券累计发布5期，总计投放金额
100多万元，活动商家包括50余家全省
知名超市便利店餐饮和酒店品牌商家，
让市民百姓享受到的是实在便利的消
费优惠。

与此同时2020年6月16日至9月
30日，银联超市节活动也正式启动。在
惠及消费者方面，自4月以来中国银联
海南分公司大手笔不断，银联62节期间
易买连锁便利店和旺佳旺连锁超市在销
售额、进店客流等方面，均有喜人的提
升。以易买为例，从5月29日到31日，
3天的整体销售额，比平常三日平均提升
107%，同比4月28日到4月30日，提升
110%，单个门店的到店人流量，较平常
提升50%以上。活动同时也更兼顾与品
牌商的合作，购指定商品可享受更大力
度的银联价，确保广大消费者能以更加
实惠的价格购得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日用商品。

目前，海南银联各类优惠活动覆盖
商超便利、餐饮娱乐、大学校园、乘车

医疗等生活场景，被广泛受理和应用，
活动帮助市民消费者能以更加实惠的
价格购得所需，以实实在在优惠补贴的
形式为商户再次打开市场，在这场“银
联重振引擎助商惠民计划”中，银联云
闪付 APP 发挥了重要作用，云闪付
APP依托多年搭建起来的平台优势，
不仅承担起严峻的市场责任，也承担着
重要的社会责任。

紧抓产品定位初衷
云闪付APP牵手银行导流赋能

据海南银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云闪
付APP”的宗旨是要构建银行业统一移
动支付平台，以实现银行业竞合有序、共
商共建共享共赢，助推银行业移动支付
服务的全面提升。

据介绍，云闪付的定位之一就是
集银行业线上线下全产业、全生态支
付工具，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技术为基础，形成全新的银行业开
放平台，全面支持各类银行账户。通
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优化
用户体验，提供Ⅱ、Ⅲ类账户开户、手
机支付、二维码扫码、收款转账、远程
支付等各类支付功能，成为银行业移

动支付的统一入口。
从技术层面来讲，云闪付APP8.0版

中还植入了“云闪付分行”，商业银行可
以在云闪付APP中开设“云闪付分行”，
尤其受到中小商业银行的青睐，目前已
经有十多家中小商业银行设立了“云闪
付分行”。

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云闪付
APP中就可以得到入驻银行提供的线
上金融服务，包括账户服务、信用卡、
金融理财以及其它增值类金融服务，
不用再有跑到银行网点，也帮助商业
银行降低经营与服务成本，已经为入
驻银行引流云闪付APP优质客户超过
10万户。

作为银行业统一支付的云闪付
APP，作为中国银联“重振引擎”助商
惠民计划的重要抓手，云闪付8.0版在
线上线下为用户带来更便捷优惠的支
付体验，同时也向商业银行、非银行支
付机构、商户等合作伙伴提供数字化
服务能力，联合业态携手共同为重启
经济赋能。

这次疫情，对中国银联是一场严峻
的“大考”，而正是由于搭建起“云闪付
APP”这个与产业方共享支付、营销、优
惠的平台，协调参与各方相互赋能，共同

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移动支付产品与服
务，实现协同发展。

海南银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将加快与政府、商
户的合作步伐，推出更多惠民活动，为数

字化时代的金融普惠民生提供更优质、
更便利的支付服务创新实践，为打造高
质量、高速度的经济发展点燃“新引擎”，
释放城市新能量。

（撰文 裴林 高若浅）

助力海南消费回暖

海南银联依托“云闪付”启动助商惠民计划

2020 年初，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餐馆、
超市等消费场所、生产
厂家、种养殖户、物流等
行业生产经营几乎停
摆。随着疫情的好转，
4月中旬，政府提出释
放消费潜力，全面做好
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保
障，海南银联迅速响应，
在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
心支行的领导下，在省
商务厅、省大数据管理
局的支持下，中国银联
海南分公司从4月 20
日开始推出“重振引擎
助商惠民”消费券系列
活动，正式打响助力海
南经济复苏回暖第一
役，有力地落实了政府
的要求和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