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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肖瀚）1 月 10 日上午，记
者从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019 年首次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年 1 月 8 日，全省
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110 个，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987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352 人，扣押、冻结涉案资金人民币 1.9 亿
元。全省法院共审理涉黑涉恶案件 85 件，
沉重打击了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取
得阶段性效果。

记者获悉，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以来，全省各级各相关部门全面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雷霆出
击，强势推进，持续向黑恶犯罪发起凌厉
攻势，取得阶段性战果。截至今年 1 月 8
日，全省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
伙 110 个，其中，涉黑组织 12 个，涉恶团伙
98 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987 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1352 人，缴获各类枪支 36 支，扣押、
冻结涉案资金人民币 1.9 亿元。全省法院共
审理涉黑涉恶案件 85 件，其中涉黑 9 件，涉
恶 76 件，共 492 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全省检察机关起诉涉黑案件 8 件 136 人，起
诉涉恶案件 81 件 306 人。随着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深入推进，打击黑恶势力高压态势
不断巩固，人民群众热情不断高涨，社会风
气不断好转，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省扫黑办
主任刘诚对 2018 年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总体成效进行通报。他表示，一年来，在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
下，我省各级各相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决
策部署，科学谋划、精心组织、攻坚克难、
强力推进，打了一场整体仗、攻坚仗。一是
坚持高位推动，动员部署迅速有力。坚持
五级书记带头抓，省、市、县层层设立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党政主
要领导亲自挂帅，党委政法委书记统筹协
调。通过制定工作意见、工作方案和一系
列规范文件，层层动员部署，确保专项斗争
有序推进。二是坚持高压态势，依法打击
持续深入。通过开展“雷霆一号”集中收网
行动等，一举打掉盘踞昌江县多年，为害一
方的黄氏家族等一批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三是坚持除恶务尽，深挖彻查不断突破。
创新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双专班”侦
办、纪检监察领导干部联点包案等机制。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共立案涉黑涉恶公职人员腐败和“保护伞”
案件 72 件 84 人。四是坚持协作联动，拓展
专项斗争成果。各成员单位结合自身职
能，加强重点行业日常监管、重点人员管
控，完善一批监管制度措施，严厉打击、依
法整治“菜霸”“砂霸”“运霸”以及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五是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基
础不断夯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
治、组织功能，严厉打击“村霸”和宗族恶
势力。六是坚持依靠群众，宣传发动有声
有色。通过开展专项斗争战果成果新闻发
布、公开庭审直播、电视宣传片制作播放和

“九进”宣传活动，以及开设电话、网站、微
信、信箱等举报平台等，多形式多渠道进行
宣传发动。七是坚持问题导向，督导督办
扎实有效。建立省委政法委书记和省公检
法三长联县包片督导、正厅级领导带队督
导、省扫黑办日常督导督办等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督导工作“利剑”作用。从 2018 年
11 月底，6 个由正厅级领导带队的督导组
对全省各市县（除三沙市外）进行为期 2 个
月督导，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整改，切实推
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为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据介绍，全省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主力

军作用，主动进攻，重拳扫黑、铁腕除恶、强
力治乱，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整治了一些
治安乱点地区。全省刑事犯罪态势进一步
向好，社会治安形势比历年同期都有较大
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
一步提升。省公安厅坚持专案攻坚，对重
点目标案件采取挂牌督办、提级侦办、异地
用警、异地羁押等措施，先后挂牌督办了 9
起涉黑涉恶案件。全省检察机关各级领导
坚持带头办案，省检察院先后制定实行重

点案件挂牌督办、涉黑案件提级办理、院领
导分片包案等制度。实行“捕诉一体”办案
机制，提升办案效率。同时，检察机关还加
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协同作战，提升打
击合力，确保办案质效。全省法院系统先
后建立公、检、法扫黑除恶联席会议会商机
制，全省法院深挖彻查“保护伞”工作机制，
专项斗争督导督查常态化工作机制等审理
黑恶犯罪案件工作制度。同时依法从重从
快审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坚持以审判为
中心刑事诉讼制度，着力提高专项斗争审
判质量。

本报讯（记者肖瀚）1 月 10 日，在全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019 年首次新闻发布会
上，省公安厅通报了 6 起公安机关近期破
获的涉黑涉恶典型案件，省高院通报了我
省法院近期审理的 3 宗黑恶势力犯罪典型
案件。

昌江黄某某涉黑组织

称霸一方垄断多个行业市场

2019 年 1 月，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省公安厅从全省抽调
警力 1100 多名，成功打掉昌江地区以黄某
某为首的涉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长期
盘踞昌江地区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实施故
意伤害、聚众斗殴、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敲
诈勒索、非法采矿、开设赌场等一系列违法
犯罪行为，涉嫌垄断昌江地区矿产、砂石、运
输、混凝土、啤酒、餐具消毒、布草洗涤、蔬
菜水果市场经营、废品收购、典当、酒吧
KTV、烧烤等行业市场。

截至目前，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12 名，
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一批。

临高符某涉黑团伙

垄断瓜菜、建材销售市场

2018 年 8 月，省公安厅、临高县公安局
联合专案组成功打掉以符某为首的涉黑社
会性质组织。该组织长期盘踞在临高县临
城镇、加来镇等地区为非作恶，称霸一方，涉
嫌垄断加来、美台、南宝地区瓜菜纸箱销售
市场、垄断混泥土搅拌站供料权、垄断钢筋
销售市场、在建筑工程领域强揽工程、非法
采矿、霸占他人土地，长期秘密经营、开设赌

场，插手民间纠纷、暴力讨债等一系列违法
犯罪活动。

截至目前，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30
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16 起，查封、冻结、扣
押涉案资产一批。

海口王某某涉黑团伙

纠集吸毒、前科人员为非作恶

2018 年 11 月，海口市公安局专案组成
功打掉以王某某为首的涉黑社会性质组织。

经侦查发现，2009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
王某某刑满释放后，纠集吸毒、前科人员长
期盘踞在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一带为非作
恶，欺压群众，称霸一方。该组织为非法获
取利益，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
事、霸占农村集体土地、控制煤矸石矿产资
源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

截至目前，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8
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30 余起，查封、冻结、
扣押涉案资产一批。

三亚黄某某涉黑团伙

盘踞农场抢占国有土地

2018 年 11 月，三亚市公安局专案组成
功打掉以黄某某为首的涉黑社会性质组
织。经侦查发现，2007 年以来，以黄某某为
首的黑恶势力盘踞在三亚市南岛农场一
带，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为达到抢占国有
土地资源获得非法收益的目的，多次组织
实施闹访、强占、哄抢、故意毁坏公私财物
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截
至目前，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28 名，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6 起，查封、冻结、扣押

涉案资产一批。

儋州徐某某涉黑团伙

开公司掩饰大量发放高利贷

2018 年 11 月，儋州市公安局专案组成

功打掉了以徐某某为首的涉黑社会性质组

织。该组织长期盘踞在儋州、海口、琼海地

区为非作恶，以开办公司为掩饰，假借民间

借贷之名，大量向公众发放高利贷款，通过

扣除当月本息和“手续费”来“虚增债务”，

并通过暴力、软暴力等违法犯罪方式进行

讨债。截至目前，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

人 23 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10 起，查封、冻

结、扣押涉案资产一批。

儋州赵某涉黑团伙

非法采矿哄抢河沙

2018 年 12 月，儋州市公安局专案组成

功打掉了以赵某为首的涉黑社会性质组

织。该组织长期盘踞在儋州市新州地区为

非作恶，称霸一方，涉嫌寻衅滋事、非法采

矿、聚众哄抢沙场河沙、带头组织对抗政府

和公安机关、把持村两委基层政权等违法犯

罪活动。截至目前，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

人 17 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6 起，查封、冻

结、扣押涉案资产一批。

新闻发布会通报的全省法院近期审理

的 3 宗黑恶势力犯罪典型案件分别是：以

郭斌为首的涉黑团伙案、以符建荣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以王川福为首的恶势

力团伙案，3 起案件主犯和团伙骨干均被判
处重刑。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要求

依法开展涉黑
涉恶案代理辩护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肖鹏）1
月 9 日下午，省司法厅厅长郑学海主持
召开全省司法行政系统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推进会议，总结 2018 年全省司法
行政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研究
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司法厅党委书

记李永利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全省司法行政系统齐力同心，

扎实做好涉黑涉恶罪犯、戒毒人员收押

收治和社区服刑人员管控工作，深挖涉

黑涉恶线索。加强指导监督，引导律师

参与涉黑涉恶案件代理辩护工作。聚
焦重点时间、区域和人群，充分运用传
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等，大力开展扫黑除
恶法治宣传，营造扫黑除恶社会氛围。
强化立法审查，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
供法律保障，专项斗争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

会议要求，要提升政治站位，全力

配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细化工

作措施，落实监狱、戒毒、社区矫正人员

管控措施，广泛深入开展检举揭发涉黑

涉恶犯罪线索，依法开展涉黑涉恶案件

代理辩护。聚焦法治建设，夯实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法治基础，推动公正文明

执法，进一步加强扫黑除恶法治宣传教

育，形成对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社会

氛围。完善长效机制，制定扫黑除恶

“施工表”“路线图”，及时固化形成长效

机制，推动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运行。

本报讯（记者陈敏 王盛利 通讯员崔
善红）1 月 10 日，记者从省高院获悉，2018
年我省法院不断创新执行举措，通过头条
弹窗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累计追回欠
款 1142 万元，有效助力破解法院“查人找
物”执行难题。

据了解，2018 年我省法院系统通过头条

弹窗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387 条，在全国
法院系统排名第三，其中 45 名失信被执行人
迫于曝光压力主动联系法院履行还款义务，
追回欠款共计 1142 万元，曝光成功率在全国
法院排名第二。

2018 年 10 月，万宁法院通过弹窗曝光薛
某失信信息后，薛某看到弹窗曝光信息后慑

于压力，第一时间联系案件承办法官表示愿
意还款。此案也成为全国通过弹窗曝光信息
后最快1分钟联系法官的成功案例。

据悉，弹窗曝光这一措施增加了法院执
行工作透明度，迫使失信被执行人因来自周
围熟人圈的舆论压力自觉履行法律义务，达
到助力破解法院案件执行难的效果。

万宁警方去年多措并举打击毒品犯罪

破毒案314起
缴毒品1.22公斤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1 月 10 日，记者从万宁市公
安局禁毒分局获悉，2018 年以来，万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314 起，刑事拘留毒品犯罪嫌疑人 391 人，缴获各类毒品 1.22
公斤，毒资 19.65 万元，查获吸毒人员 681 人，有效遏制了毒品
违法犯罪行为。

据了解，万宁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侦破大宗毒品
案件专班，以侦办部督、省督毒品目标案件为重点，加大对大
宗毒品案件经营侦破力度。2018 年 5 月至 8 月期间，在省公
安厅禁毒总队、技侦总队的支持下，万宁警方联合广东佛山
市南海分局、广州铁路公安局和广西百色市公安局，侦破部
督“2018－311”毒品目标案件，抓获毒品犯罪团伙成员 19
名，各地缴获的各类毒品 2.25 公斤、毒资 13.96 万元、小轿车 5
辆。同年 11 月，万宁警方侦破省督“2018－7”毒品目标案
件，抓获涉案人员 9 名，缴获枪支 2 支以及毒品、毒资等相关
物品一批。

另外，该局狠抓重点整治，狠抓堵源截流，以“应收尽
收，全员收戒”为工作目标，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对社会面
吸毒人员的收戒工作。同时健全组织，创新模式，加强戒
毒人员管控，通过奖惩并举方式，激励鞭策，确保禁毒责任
落实。

据介绍，万宁警方将加强打击毒品犯罪工作力度，严密
堵截毒品贩运通道，完善堵源截流“三道防线”查缉工作体系
建设，深入推进重点整治，集中力量深化整治涉毒重点镇区、
重点村委会，抓点促面。同时加大吸毒人员排查管控力度，
尽快启动劳动戒毒康复中心，并按照今冬明春禁毒宣传下基
层工作部署，以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采取多
种形式广泛开展禁毒宣传。

“文昌微法院”上线
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享受法院

诉讼服务

本报讯（记者陈瑜 通讯员云明慧）1 月 9 日上午，集立
案、缴费和退费等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微法院”微信小程序正
式上线，这是我省首家“微法院”，标志着当事人足不出户就
可以享受到法院指尖上的诉讼服务，节约诉讼时间和诉讼成
本，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

据介绍，“文昌微法院”利用腾讯强大的技术优势和链接
能力，基于微信小程序，无缝对接法院审判管理系统、OA 办
公系统和省财政厅非税系统等多个系统，实现了跨平台、跨
网间的数据实时交换。当事人可以在微信搜索“文昌微法
院”小程序或关注“文昌法院”公众号进入移动微法院平台，
通过人脸识别进行实名认证之后，便可在线轻松办理立案、
缴费等多项诉讼业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践
行司法为民的服务理念。

据介绍，文昌法院将扎实推进“智慧法院”建设，促进审
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司法服务，为
海南自贸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扫黑除恶海南在行动FZ
省扫黑办通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战果成效，已铲除涉黑涉恶犯罪团伙110个

破刑案987起抓获嫌犯1352人

我省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省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20192019年首次新闻发布会年首次新闻发布会 记者符传问 摄

我省通报社会影响恶劣涉黑涉恶团伙9起典型案例

昌江黄某某涉黑组织112人落网

我省法院去年通过弹窗曝光失信被执行人追回欠款1142万元

一“老赖”被曝光1分钟联系法官还款

（详见3版）

大胆探索创新执行方法
——记省一中院执行局副局长宋杰

（详见2版）

我省各地公安、消防等部门纷纷开展
“110宣传日”活动解答群众疑问

让110报警服务更加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