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二维码
查看吴挺森等
25人涉黑案、
杨昌武等 87
人涉黑案详细
案情。

举报电话：0898—65326639

举报信箱：海南省海口市A076号邮政信箱

电子邮箱：hnzfdwjyzd2021@163.com

受理电话时间：工作日8：00—18：00

受理信电截止日期：2021年10月31日

举报平台：“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者中国
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微信公众号等

我省公布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举报方式

本报讯（记者良子）海南省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发布海南省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受理举报方式的公告。

公告指出，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的部署，海南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和电子邮
箱，受理反映我省各级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
公安、司法行政机关、监狱和戒毒所政法干警违纪
违法问题的来信来电。

社会治安显著改善、人民群众安
全感有大提升

全省社会治安持续好转，全省刑事
案件立案数、治安案件受理数、8类严重
暴力犯罪案件数量逐年下降。其中，
2020年刑事立案数和治安案件受理数
为近10年来最低，8类严重暴力犯罪案
件数为近20年来最低，现行命案侦破率
100%，位居全国第一，现行命案发案数
同比下降28.2%，为建省以来最低。

2018年以来，全省人民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逐年跃升，屡创历史新高，2020年
人民群众安全感综合指数高达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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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涉黑涉
恶犯罪团伙案
件侦办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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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郑柏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徐鹏）海南日报记者3月25日从省纪委监委获悉，
海口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柏安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良
子）3月25日，海南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2021年第1次新闻发布会在海
口召开，会上通报我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3年工作总体情况，全省纪检监
察、法院、检察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主要情况以及公安机关侦
办有关涉黑涉恶重点案件进展情况。

据介绍，2018年1月中央部署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省委、省政府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决策部署，紧扣目标，坚持高位
推动，迅速动员各方力量，出重拳、下
重手、挥利剑，扫除全省黑恶犯罪。经
过3年持续攻坚，全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战果丰硕，社会治安等方面实现

“四个改善、四个提升”。
根据中央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

斗争的决策部署，今年起，我省扫黑
除恶斗争转入常态化开展，各级各有
关部门将建立健全扫黑除恶斗争领
导和办事机构，实行常态化运行。我
省坚持决心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
减，着力构建源头治理的防范整治机
制、智能公开的举报奖励机制、打早
打小的依法惩处机制、精准有效的督
导督办机制、激励约束的考核评价机
制、持续推进的组织领导机制等“6
个常态化机制”，持续保持对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为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
会环境。

过去3年，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战果丰硕

端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314个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 （记者
良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省纪委监委举全系统之力深挖彻查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共
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889件929人。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从3月25日举行的海南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2021年第1次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坚持专案专攻，严格落实“两个
一律”“一案三查”，省纪委监委先后
投入9个监督检查室、审查调查室，
统筹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力
量，成立12个专案组，共立案查处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89
件929人，其中厅级干部7人，县处
级干部76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771人，移送检察机关124人。
紧盯黄鸿发、潘海文、吴宗隆、吴

挺森、杨昌武等重大涉黑组织案件，
严肃查处了乐东县委原书记吴川祝，
琼中县委原书记朱清敏等黑恶势力

“保护伞”，掀起“打伞破网”强大攻
势，在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下，共有
71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自首。

创新案件查办工作机制，系统
构建“保护伞”指导认定、与政法机
关问题线索双向移送、强化督查督
办等9项制度机制，明确对6种重
大问题线索直查快办、提级办理，对
重点问题挂牌督办、交叉办案，确保
查深查透查到位。

坚持“三不”一体推进，做好以
案促改后半篇文章。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公开曝光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
12批，通报问题27个，曝光35人，
并拍摄了系列警示教育片，不断强
化以案为鉴。

着力推动以案促建。针对案件
查办中暴露的相关单位、系统在队
伍管理、行业监管等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向有关市县
党委和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等
部门发出纪律检查建议书、监察建
议书、提示提醒函68件，目前已全
部督促完成整改，相关单位完善制
度机制35件，充分发挥“打伞破网”
案件在巩固基层政权、净化政治生
态、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民生福祉中
的示范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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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
良子）3 月 25 日举行的海南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 2021 年第 1 次
新闻发布会透露，今年以来，截
至3月 24日，全省公安机关共打
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9 个，抓获

犯罪嫌疑人 129 名，破获各类刑
事案件61起，查封、冻结、扣押涉
案资产折合人民币约 2868.6 万
元。发布会还通报了我省公安
机关侦办 11 个涉黑涉恶犯罪团
伙案件的情况。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 （记者
良子）3月25日，海南省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2021年第1次新闻发布
会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截至
今年3月15日，全省法院一审受理
黑恶犯罪案件563件3776人，审结
512件3246人；二审受理黑恶犯罪
案件 246 件 2620 人，审结 207 件
1856人。

近期，全省法院审结了一批黑
恶案件，其中省高院二审审结了吴
挺森等25人、杨昌武等87人两宗

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涉黑案件，以
及黄广东等25人、张丽娟等22人
等二审涉黑案件。发布会通报了吴
挺森、杨昌武两案的审理情况。

吴挺森等25人涉黑案，省高院
二审依法维持了海南省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对被告人吴挺森判处有
期徒刑25年、对其余24名被告人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至1年3个
月不等的判决。

杨昌武等87人涉黑案，省高院
二审依法维持了海南省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对被告人杨昌武判

处有期徒刑25年，对被告人杨健
传、杨昌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3
年、22年，对其余84名被告人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至1年4个
月不等的判决。

今年以来打掉9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万宁吴挺森、琼海杨昌武分别获刑25年

公开曝光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12批，通报问题27个，曝光35人

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89件929人
其中厅级干部7人，县处级干部76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71人，移送检察机关124人

71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自首

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问题889件929人

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四个改善、四个提升

党风政风显著改善，人民
群众满意度有大提升

人民群众从“打伞破网”中
感受到了中央扫黑除恶的坚定
决心，感受到了党风政风好转
带来的新气象。2020 年上半
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的民意
调查显示，我省群众对专项斗
争成效表示“满意”或“比较满
意”的达94.27%。

基层组织建设显著改善，凝聚力
战斗力有大提升

全省组织部门持续排查整顿软弱
涣散村（社区）基层党组织1260个，审
查清理不符合条件的村（社区）“两
委”干部 230 人，有力打击了“村霸”

“乡霸”，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
权的问题得到清理，进一步稳固了基
层政权。

3 营商环境显著改善，服务
大局的成效有大提升

通过打掉一大批破坏资源
环境、欺行霸市、强揽工程、操
纵经营“黄赌毒”、非法高利放
贷等黑恶势力，极大净化了营
商环境，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新
增市场主体、实际利用外资均
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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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买消博会门票了？假的！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门票暂未开售，勿轻信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罗霞）3月25日，
针对近日一些非官方网站冒充官方渠道违法售出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门票的行为，海南国际
经济发展局发声明称，首届消博会门票暂未开售。

声明称，目前，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暂未授权
任何公司及个人以任何渠道销售首届消博会门票。
对于有网站未经该局授权许可擅自对外发布并违
法销售门票，该局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提醒消费者，可关注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官方网站获取最新售票信
息。如发现有关违规销售首届消博会门票的行
为，请拨打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售票专线4008-
833-088进行核实或举报。全省法院一审审结黑恶案件

512件3246人
二审审结207件 1856人

截至2021年3月17日

全省共打掉
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314个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714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5441人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折合人民币105.61亿元

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涉黑恶案件

876件2990人
起诉572件3716人

涉黑犯罪组织52个
涉恶犯罪集团72个
涉恶犯罪团伙190个

其
中

打造全域旅游样本
带动百姓致富
◀上接A01版
藤海社区和蜈支洲岛景区要发展好“邻居”的友好关
系，共同利用好各自的资源优势实现共赢发展。要
围绕农民增收的目标，调动农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的积极性，组织更多村民加入民宿产业发展中来，推
进形成“吃、住、行、游、购、娱”综合旅游产业，推进全
域旅游建设，让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天涯区马岭社区东邻天涯海角景区，西邻红塘
湾旅游度假区，并坐拥1公里长的海岸线，旅游资源
丰富。毛万春一行走进马岭社区游客服务中心、渔
村民宿及文创旅游品商铺，听取当地美丽乡村的建
设进展、后期规划、民宿发展等情况介绍。毛万春指
出，要以推进全域旅游工作为突破口，打造高质量样
本，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政府相关部门、投
资企业、社区居民要拧成一股绳，协同作战，共同努
力为推进乡村振兴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省政协副主席刘登山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