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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金
昌波）11月1日，海南省扫黑办召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向社
会通报三亚杨家武等人涉黑组织案件
（简称“7·19”专案）侦办工作情况。

2020年7月，根据省领导的批示
要求，海南省公安厅成立“7·19”专案
组，对三亚杨家武涉黑犯罪团伙（当地
称为“杨家将”“杨家”）开展核查并指
定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采取异
地用警提级办理的方式进行侦办。该
案也是今年公安部和全国扫黑办第一
批挂牌督办的重点案件。

截止至今，专案组先后组织开展
七轮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杨家武、
杨时云、陈孙妹、杨家平、杨飞、陆小

畅、杨家静、黎杨勇等犯罪嫌疑人95
名，立刑事案件61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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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罪、开设赌场罪、诈骗
罪、非法采矿罪、妨害公务罪、故意毁
坏财物罪、非法拘禁罪、催收非法债
务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等15个罪名，全案共
冻结个人银行账户918个，冻结资金
1937万元，扣押车辆25辆，查封房产
30套、土地2宗，涉案财产总价值约
10亿余元。

经查，杨氏家族早期生活在三亚市
林旺镇（现海棠湾区），家族长辈杨时云
2000年以来长期在三亚担任重要领导

职务，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杨时云家族
成员中的杨家武（杨时云侄子）、杨家平
（杨家武胞弟）、杨飞（杨家武长子）、杨
家静（杨家武堂弟）、黎杨勇（杨家武外
甥）、陆小畅（杨家武堂妹夫）等人利用
家族势力纠集王强、张其贤、李刚、符
飞、卢裕文、翟宏谋、林梦禹、吴多毅等
多名社会闲散人员，长期盘踞在三亚市
区、林旺地区一带，通过暴力、威胁、恐
吓等手段有组织实施了打架斗殴、收保
护费、非法放贷、开设赌场等一系列违
法犯罪活动。同时，该组织利用杨时云
等家族成员在当地政法机关的关系和
影响长期实施违法犯罪而不受打击处
理，为非作恶，称霸一方。

省扫黑办负责人表示，该组织利

用家族势力插手赌场、农产品养殖、鱼
苗收购、房地产开发等行业，对当地一
定区域的地下赌场业等行业形成非法
控制；依仗家族影响力多次公然阻碍
执法，殴打、辱骂公安民警，公开实施
严重暴力性案件而未依法受到打击处
理，公平正义长期得不到伸张，给当地
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大
量受害群众被非法侵害后不敢通过正
当途径检举、控告，在当地造成极其恶
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当地党委政
府形象和司法秩序。

2021年10月30日，专案组依法
对犯罪嫌疑人杨时云、陈孙妹夫妇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该案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发布会上，省公安厅号召广大群
众和社会各界检举揭发该犯罪组织及
幕后“保护伞”，积极提供相关违法犯
罪线索。公安机关正告邓秋英、杨泽
波、周志旭、黄雄、陈运强、蒲志伟、许
兴皇、林雄弟、王浩森、邢孔子等涉案
在逃人员认清形势，放弃侥幸心理，主
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违
法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

海南省公安厅接受群众现场举报
和涉案人员现场投案自首，并设立现
场举报、投案自首受理点。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涯路9号海
南省公安厅扫黑办

联系人：吴警官 19989183512
吴警官 19989183515

我省破获三亚杨家武涉黑团伙大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95名，涉案财产总价值10亿余元

三亚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孙令文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三亚11月1日电（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方宏）海南日报记者11月1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三亚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令文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三亚市纪委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嘉积11月1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杨时艾）“除了做好本职工
作外，还要配合政府职能部门检查船
上的生产设备设施是否正常，同时向
船员宣传安全生产知识。”11月1日，
在琼海市潭门渔港，琼海海渔08166
船正准备起航出海，船员莫壮评相比
以往拥有了一个新身份——中远海
渔船安全监督员。

莫壮评是琼海市第二期中远海
渔船安全监督员培训班学员。他既
是船员，同时也是经过培训合格的安
全监督员。通过严格的培训考核，他

熟练地掌握了与渔业安全生产相关
的法律法规以及船舶应急处置、海上
求生技能、救生艇筏操纵、船舶消防、
基本急救等知识，对渔船海上生产作
业进行监督。

莫壮评说，在出海作业过程中，他
还将实时督促船长依法履行船舶治安
责任，避免出现跨海域捕捞、捕捞法律
禁止的物种等违法违规行为。

“设置中远海渔船安全监督员这
一岗位，是我们为了破解渔业安全生
产监管难题实施的‘新招’。”琼海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透露，通过实施安全

监督员制度，旨在消除事中监管盲
区，并通过安全生产培训，有力保障
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据介绍，今年7月，琼海聚焦渔
业安全生产工作制度创新，瞄准事
中监管空白，创新建立中远海渔船
安全监督员制度，出台《琼海市中远
海渔船安全监督员实施方案》，通过
安全监督员随船出海等方式，对中
远海渔船海上作业进行实时有效安
全监督。

截至目前，琼海市已组织了4期
安全监督员培训班，共培训205人，

175人考核合格，择优选拔54人担任
渔船安全监督员。所有选拔上岗的
安全监督员都经过系统培训考核。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今年初
琼海对《琼海市远海渔业安全生产管
理规定》进行了修订，明确渔船出海
必须由渔政、海岸警察、执法3个部
门同时登船检查后方可出港，进一步
强化了事前监管。

琼海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渔船上的安全监督员不仅将系
牢安全绳，还将成为渔民与管理部门
的纽带。

琼海出新招消除中远海监管盲区，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渔船上有了安全监督员

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
巡演活动走进澄迈

本报金江11月1日电（记者高懿）
为提升青少年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1月1日上午，由省司法厅、省普治办
主办，省教育厅、省卫健委协办的2021
年“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
园”巡演活动走进澄迈县第二中学，为
师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演出通过《青春不“贷”》《校园无
“诈”》《套代购》《飞来横祸》等情景小
品，用生动的语言、富有感染力的表演
展现了当前未成年人教育中的突出矛
盾和困惑，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
了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推动了“平安
校园”创建工作。

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播出

指导农民提高
秸秆综合利用率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陈
蔚林）11月1日晚上播出的第21期海
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邀请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副研究员王登峰，为观众讲解如何更
好地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王登峰介绍，农作物秸秆是籽实收
获后剩下的含纤维成分很高的作物残留
物，从作物类型上来看，主要分为禾谷
类、豆类、薯类、油料作物，还有菠萝、木
薯等其他作物的秸秆。国家法律明令禁
止秸秆露天焚烧，违法者要受到严格处
罚。王登峰呼吁农民朋友加强认识：“秸
秆不是农业废弃物，而是重要的资源，要
合理利用秸秆，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之心-艺境项目位于新埠岛北区，项目于2016年批建，现
根据建设单位申请，对项目进行主要以下变更：一、低层住宅ABC户
型完善立面细节效果；二、D户型补充空调机位、增加无障碍坡道、完
善立面细节；三、E型商业楼完善立面细节效果；四、总平面图C1、
C2、C3、B1、B9、C12-1、C12-2、C15户院墙分隔（绿篱）调整；五、商
业楼与住宅楼间增加绿篱分隔。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
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1月
02日至11月15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
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
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
南楼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0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之心-艺境项目方案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关于《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组团控制性详细
规划》JDWH-04-A01、A02地块控规修改的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
组团控规JDWH-04-A01、A02地块（海南省艺术中心项目）进行规
划修改。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组团西侧，紧挨文明
东隧道延长线南侧，南渡江沿岸，总用地面积为76321平方米。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意见，现将控规修改方案进行公示。1.公示
时间：30天（2021年11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2.公示地点：
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
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
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
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
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35。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11月1日

郑重声明
针对海口市航运公司2021年10月28日在海南特区报

上的声明，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现郑重声明如下：

海口市航运公司与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为相互独立

的法人，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的所有交易行为及签订的

合同均符合法律规定。海口市航运公司的声明已经严重损

害我司名誉及合法权益，我司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法律

责任。

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上述拟转让的资产为法院裁定的抵债资产，有法院下达的裁
定书。

二、交易条件：要求交易对象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
担购买权益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公告期限：公告期限为10个工作日，为2021年11月2日
至2021年11月15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
询，有意向者请在本公告期限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意向书。

五、联系方式：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朱先生：0898-66734399 唐小姐：0898—66702447
六、受理排斥：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及举报电话：
韩女士：0898-66734669，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53-1号。
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21年11月2日

序号

1

资产类型

琼海市嘉积镇锦绣山庄南侧商铺1、2、3、9、11号
房及上述房产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

类型

房产及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

权益类型

抵债裁定（2018（琼）96执90号之十五）

备注

未办理变更过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拥有的琼海市嘉积镇锦绣山庄南侧1、2、3、9、11号商铺及对应土地使用权等相

关抵债资产权益进行公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转让标的资产情况：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11102期）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21年11月30日上午10:00时在海口市

龙华区龙昆北路9-1号海南和亿华天酒店三楼香港厅按现状整体公

开拍卖：海口市盐灶路壹栋A101，B103，C204，D202号房屋，建筑

面积：307.41m2。竞买保证金：50万元，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

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账号：

1100 4504 104 803，竞买保证金以2021年11月29日下午5时前到

账为准。特别提示：竞买人必须符合海南省购房政策的相关规定。产

权过户税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之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标的展

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1月28日下午5时止。有意竞买者

请于2021年11月29日下午5时前与我公司咨询详情并办理竞买手

续。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

15A。电话：0898-68598868、13519892888 、18889413333。

地块名称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LC07-18-01-01地块

土地位置

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

土地面积
（㎡）

6658.57

土地
用途

医疗卫
生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5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

≤24m
开发期限
（年）

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199

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LC07-
18-01-01地块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LC07-18-01-01地块土
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
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
所必需条件。按照《海南省国土资源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
南省规划委员会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商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
准（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LC07-18-01-
01地块的投资强度不低于42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525万元/亩，
年度税收贡献不低于24.5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项目约定达产
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LC07-18-
01-01地块地上建筑须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二、竞买要求及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限单独申请，
不接受联合申请（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二）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三）非琼海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竞买人，在
竞得土地后，应由竞得人在琼海市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包括全资子公
司）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竞得人拟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其在项目公司中
应持有50%（不含50%）以上股份。（四）竞得人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
书》之日起5日内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签订《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在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后与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依法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三、申请人可于2021年11月4日至2021年12月1日到琼海市土

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可于2021年11月4日至2021年12月1日到琼海市土
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
间为2021年12月1日下午5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21年12月2日下午5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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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为：1.起始时间：
2021年11月22日上午9时整。2.截止时间：2021年12月3日下午3
时整。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实施机构为琼海市土地
储备整理交易中心，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Ir.hainan.gov.cn/。 本 次
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2.本次
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电子邮件、口头等方
式报价，节假日不受理报名、报价。

七、联系方式：联系电话：0898-62811911，联系人：蔡先生，联系
地址：琼海市金海路233号。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该文件所载内容为本公
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2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海告字[2021]8号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定安打击两处
土法熏烤槟榔加工点
扣押烟熏槟榔果6万多斤

本报定城11月1日电（记者叶媛媛）11月1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
该局日前利用无人机进行精准排查，发现并成功
打击两处土法熏烤槟榔加工点，现场扣押烟熏槟
榔果近6.79万斤。

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执
法人员在该县龙河镇开展日常巡查时，通过询问
当地群众、使用无人机空中查找等多种方式，在九
定岭区域发现两处起烟点和隐蔽的铁皮棚，棚内
疑似正在进行烟熏槟榔加工。

根据无人机的定位地点，执法人员随即对其
进行走访并将情况上报。在确认现场基本情况
后，定安县综合执法局立即联合定安县农业农村
局、生态环境局、龙河镇政府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
组赶到现场，经实地调查取证，确认此处为两个烟
熏槟榔加工点，共有137个土炉正在进行烟熏槟
榔加工，近6.79万斤槟榔青果正在被熏烤。联合
执法组立即对其叫停，并依法取缔两个烟熏槟榔
加工点，现场所有熏烤槟榔均被扣押。

昌江侦破一起特大盗窃案
涉案金额逾250万元

本报石碌11月1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黄兆雪）日前，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抓获以文
某德为首的盗窃团伙，一举破获海南金昌金矿有
限公司财物被盗案，被盗财物全部被追回。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11月1日从昌江公安局获悉的。

10月18日早上8时许，昌江公安局接到海南
金昌金矿有限公司报警称，公司内一批价值250
余万元的金砂、银饼等财物被盗。接报后，该局党
委高度重视，立即指派侦技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勘
查，同时成立打击工作专班开展同步侦查。

打击工作专班对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间、地点、
方式、手段、逃跑路线等进行分析，经过一天一夜
的多次研判，最终确定了侦查方向。侦查人员对
金昌金矿公司内部和外围村庄进行全范围的走访
和地毯式的摸排。案发不到两天，一个以文某德
为首的7人盗窃团伙渐渐浮出水面。

10月20日晚，各抓捕小组按照既定计划进入
抓捕位置蹲点守候，21日凌晨，各抓捕小组统一行
动，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文某德、王某军、许某光、杨某
洪、胡某海、冯某昌等6人抓获。经审讯，文某德等6
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6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刑事拘留，另1名
犯罪嫌疑人正在追逃。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0月29日，在海口美兰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休老人们在
弹奏戏曲。

据了解，海口美兰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于2018年，设有演艺
厅、多功能厅、图书室等多个功能
室，供群众免费使用。平时还通过
开设电子琴、八音、书法、国画等公
益课程，让群众真正从文明实践活
动中收获幸福感。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图/文

满满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