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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覃易琼）9月14日上午，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被告人郑佳敬等36人涉黑犯罪
一案，该案共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聚众
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开
设赌场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贩卖

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窝藏罪等
11项罪名。

海口市检察院起诉指控，自1997
年在帝王歌舞厅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
以来，被告人郑佳敬以亲朋、同村关系
为纽带，陆续笼络吸收刑满释放人员、
社会闲散人员郑某敬、麦某成、郑某
林、郑某加入组织，成为骨干成员，发
展吸收有前科劣迹的闲散人员加入组
织，逐步发展形成有17名成员，层级
分明，骨干成员较为固定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该组织为了维系组织发展和
稳定，控制和管理组织成员，逐步形成
组织纪律和规约。

该组织长期在美兰区流水坡四
队南渡江边非法占用农用地开挖鱼
塘，养殖鱼虾，安排成员在鱼塘做
工，非法敛财 120 余万元。在流水
坡拆迁过程中，郑佳敬指使组织成
员采取阻拦施工、蓄意滋事等方式
敲诈勒索土方工程项目承包方，非
法获利 26 万元。为谋取更多非法

利益，该组织还长期在流水坡一带
开设赌场，通过非法放高利贷敛财
50余万元。该组织通过非法占用农
用地开挖鱼塘、开设赌场、敲诈勒索
等方式进行非法敛财，并将非法经
济利益用于供养组织成员。

该组织为树立非法权威，维护其
非法利益，通过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扩大组织势力范围，由海口市
美兰区流水坡村逐步扩大至滨江路、
文明东路、青年路、美舍上村、渡头村

一带。该组织凭借组织势力，欺压、残
害当地群众，实施违法犯罪活动20余
宗，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
的严重后果，在流水坡村及周边地区
造成恶劣影响，被害人不敢报案、控
告，当地群众敢怒不敢言，严重影响当
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

此次公开庭审，海口中院采用7
人大合议庭的庭审形式进行审判，由
3名法官和4名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
庭审理案件。该案将择期宣判。

郑佳敬等36人涉黑犯罪案公开庭审
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1项罪名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吴海青 付婷婷）一伙人先
后三次进入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盗伐百年老树，还用水牛将木材拖运
下山，海南森林公安介入调查后，通过
现场遗留的牛粪循线追踪，最终将涉
案的12名嫌疑人全部抓获。9月11
日，海南一中院吊罗山环境资源巡回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曾某等11
人（1人另案处理）涉嫌盗伐林木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并当庭宣
判。11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及罚金，其中被告人曾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5年并处罚金5万元。

2019年7月20日，吊罗山林业局
护林员巡逻至琼中吊罗山乡高提一村
泰平电站后山水利沟附近时，发现有人
拖运林木板块，便向吊罗山林区森林公
安局报警。经民警现场勘查，现场遗留
有疑似陆均松木板7块。该批木板规

格大、材质好，民警初步判断可能来源
于林区深处的陆均松，因林木较大不好
运输，被人砍伐后用油锯等工具切割。

随后，警方抽调精干警力成立“7·
20”专案组进行侦查。经过2个月排
查，民警终于在新安管护站4林班17小
班林地内找到木板的源头——3株已被
盗伐陆均松的伐桩。3株被盗伐的陆均
松均为直径近150厘米的百年老树。

民警经仔细侦查，在现场附近发

现了牛粪，推断木板系犯罪分子砍伐
和切割后，使用水牛拖运下山。专案
组随即对附近村庄进行深入侦查，成
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吉某丹、陈某、
王某威、吉某展、王某龙5名犯罪嫌疑
人首先落网。随后，专案组开展大量
工作，促使主要犯罪嫌疑人曾某、吉某
武，以及犯罪嫌疑人邓某国、邓某全、
黄某江、吉某升归案。

经查明，2019年4月起，曾某与

吉某武合谋，由曾某出资，吉某武纠集
吉某丹、陈某、黄某江、王某威、吉某
展、王某龙、吉某升等8人共三次在吊
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砍伐9株陆
均松，曾某雇佣邓某国、邓某全使用水
牛将陆均松木板拖运下山，后由曾某、
吉某武出售给万宁市北坡镇一木材厂
老板刘某方（另案处理）。

慑于法律威严，刘某方也于今年
5月8日投案自首。

吊罗山“7·20”重大盗伐林木系列案件宣判

先后盗伐9株陆均松 11人被判有期徒刑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邓
海宁 习霁鸿）9月14日上午，“2020
年国庆中秋‘Hi游海口’扩大旅游消
费活动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市民游客
中心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海口将策
划推出八大主题版块共50余场文旅
活动，打造7条旅游精品线路，为游客
呈上丰盛的旅游文体融合体验大餐。

据了解，此次海口策划推出的

Hi演艺、Hi购物、Hi游览等八大主
题版块精彩纷呈，50余场文旅活动
各有亮点，包括“2020海口国际电音
节VAC电音节”、“forever young”
海口音乐节、儿童戏剧嘉年华、大型
原创乐舞诗《大唐赋》等，10月1日至
3日还将在万绿园一带开展无人机
飞行表演、热气球表演。

新闻发布会上，还发布了“心之
所向 乘风破浪”“玩美假期 潮派生

活”“穿越时空 极光之夜”“萌宠熊
猫 家住海口”“自贸港 江东风景线”

“城市烟火 悠游海口”及“游艇出行”
7条精品旅游线路，邀请市民游客假
日期间“Hi游海口”。

据悉，假日期间海口还将以区域
特色商圈促销活动领衔，策划组织丰
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从享购物、享时
尚、享家居、享美食、享生活、享清秋等
7大方面，打造商圈网红打卡地，丰富

市民游客消费生活，激发消费活力。
此外，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将在

双节期间开展“海南免税购物月”和
“第二届离岛免税年终盛典”等活动，
让消费者尽兴购物、满载而归。海口
各大景区也将推出丰富多样的节日
主题活动，包括火山口公园中华文化
节、电影公社老北京街开街、长影
100完美假期计划等。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海口国庆中秋
假日旅游文化营销主打“Hi游海口”
系列，深挖岛内外旅游消费需求潜
力，通过举办大流量演艺赛事和旅游
体育文艺嘉年华活动聚拢人气，加强
旅游消费场景打造，加速全行业产品
要素整合，全方位开展线上线下多平
台营销推广，做好“旅游+消费”文
章，引领节庆消费新风尚，促进海口
国庆中秋假日旅游消费增长。

八大主题版块50余场文旅活动、7条旅游精品线路……

国庆中秋“Hi游海口”

桂林航空首次开通
三亚定期航线
每周二、四、六执飞

本报三亚9月14日电（记者李艳玫 见习记
者李梦楠 通讯员符慧腾）近日，由桂林航空执飞
的“三亚⇌桂林⇌郑州”航线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以下简称三亚机场）圆满完成首航，共有110余
名旅客搭乘首航航班，从郑州及桂林抵达三亚。
据悉，这是桂林航空首次开通飞往三亚的定期航
线，为今后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选择。

据悉，由桂林航空执飞的“三亚⇌桂林⇌郑
州”航线，计划每周二、四、六共3班，由A319/320
型飞机执飞。进港航班号为GT1099，上午8时
50分从郑州出发，11时40分至13时45分经停
桂林，15 时 15 分抵达三亚；出港航班号为
GT1100，16时20分从三亚起飞，18时至19时20
分经停桂林，22时5分抵达郑州。

三亚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桂林航空在三亚
机场投入运营后，将进一步丰富三亚机场至华南
及华中地区的航线网络，促进各家航空公司间的
良性竞争，在为旅客提供更优惠的票价和更优质
的服务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各地在经贸往来、文化
旅游观光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在酒店酒吧等场所开展
劝导“拒绝酒驾”行动

我省首批260名
义务劝导员上岗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9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交警总队
获悉，自9月5日省公安机关整治酒驾“百日行
动”开展以来，全省各地警方多警联动、异地用警，
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要求，持续开展整
治行动。截至9月13日，全省共查处酒后驾驶
1276起、其中醉驾255起，有力打击酒驾违法行
为，形成明显震慑效果。

为创新治理酒驾手段，扩大整治效果，加强宣
传教育，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与“e代驾”开启“警企
合作共治酒驾”新模式，聘请义务劝导员在全省各
酒店、酒吧等场所开展劝导“拒绝酒驾”行动。

据介绍，省交警总队聘请的首批260名义务
劝导员于9月13日起陆续在海口、三亚、儋州等
地上岗，对酒后可能开车的驾驶员，他们可主动上
前进行提示、劝导，发放“拒绝酒驾”宣传资料或小
礼品；对不听劝导的酒后驾驶人员，立即向当地警
方报警。省交警总队将根据劝导效果适时在全省
各地推广、增加劝导员。

我省本周后期
将有较强风雨天气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吴
洁飞 李凡）海南日报记者9月14日上午从省气
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前期海南全岛多分散性阵
雨或雷阵雨，后期受热带气旋影响，将有一次较强
风雨天气过程。

陆地方面，预计9月14日至17日白天和20
日，全岛多云，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最高气温 32℃～35℃，最低气温 23℃～26℃。
预计17日夜间至19日，全岛将有一次较强风雨
天气过程，其中东半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
雨，西半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
28℃～31℃，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海洋方面，预计9月14日至15日和20日，各
预报海区风力4级～5级，雷雨时阵风7级～8
级。预计16日，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
级～6级，阵风7级～8级；其余海区风力4级～5
级，雷雨时阵风7级～8级。

预计17日至19日，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
附近海面风力6级～8级，阵风8级～9级；北部
湾海面和海南岛四周海面风力5级，雷雨时阵风
7级～8级，17日夜间起自东向西增大到6级～8
级，阵风8级～9级。19日夜间起各预报海区风
力逐渐减弱。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
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
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求：凡在万宁市
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
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竞买人需在
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万宁市科技和工业信息产业局签订《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
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制和耕保组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
2020年9月15日—2020年10月13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
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全额支付竞买保证金，挂
牌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2020年10月13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0年10月5日
8:30时；截止时间：2020年10月15日10时。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
其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30至
11:30 ，下午14: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
时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安
置补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要求；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
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
纷。2、土地出让控制指标：工业用地投资强度指标应为≥44万元/亩。
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出
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
组成部分。3、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
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等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
方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采用
装配式方式建造。4、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
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
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咨询电
话：0898-62217899；联系人：陈先生；查询网址：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5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17-24-
1(F)-2号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万宁市后安镇
水声水库地段

面 积

3.2484公顷
（合48.73亩）

出让年限

50年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

1≤容积率≤1.5；建筑密度≥3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24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28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280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广告·热线：66810888

9月13日，游客在
海口火山口公园内的
亲子儿童乐园游玩。

据了解，随着跨省
游恢复开放，海南各地
的旅游景点人气逐
渐恢复。同时，周边
游、亲子游等进一步搅
热海南旅游市场。

目前，不少景区正
持续推进升级改造，为
即将到来的国庆、中秋
“双节”做准备。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周末游
亲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