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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海南在行动FZ
万宁潘海文等42人涉黑案在海

口中院一审开庭

强揽工程开设赌场
牟利1亿余元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覃易琼）10 月 12 日，海口中
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万宁潘海文等 42 人涉黑犯罪一案。由
于该案案情重大复杂，涉案人数众多，海口中院采用 7 人大
合议庭的庭审形式对该案进行审判。

检察机关指控：20 世纪 90 年代，被告人潘海文在万宁市
万城镇一带逞强斗狠、胡作非为，多次因为随意殴打他人恶名
初显。2004 年，潘海文通过非法手段当选万宁市万城镇永范
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并利用其职务便利，拉拢村

“两委”成员和宗亲人员，安排亲信在村委会担任重要职务，控
制大小村务，纠集了村内一帮闲散人员及有前科劣迹的人员
作为村内打手，对持反对意见的村民打击报复，逐步形成了以
潘海文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把持农村基层政权。

该组织长期盘踞在万宁市万城镇及周边地区，为达到攫
取暴利、非法敛财的目的，潘海文指使组织成员强揽当地工程
项目，强取独霸北师大万宁附中食堂、小卖部的经营权，以村
委会的名义巧立名目敲诈辖区内企业。此外，潘海文还纠集
组织成员在万宁市万城、兴隆等地以合法体彩为掩护，私接暗
线开设赌场，以此获取巨额非法收益。通过上述方式共牟取
非法收益1亿余元，用于支撑组织的运行、扩张。

在潘海文的领导下，该组织还拉拢、腐蚀政府职能部门
及司法机关领导干部充当“保护伞”，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
包庇和纵容，在万宁地区大肆实施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聚众斗殴罪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给万
城镇及其周边地区的人民群众造成心理威慑，破坏了当地政
府及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治安环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检察机关指控该组织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开设
赌场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职
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妨害公务罪、聚众斗殴
罪、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危
险驾驶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等多项罪名。检察机关
认为，应当依法追究潘海文等 42 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该案庭审预计将持续数日。

故意伤害敲诈勒索
非法采矿开设赌场

琼海陈某安恶势力犯罪集团22
人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张星）以陈某安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涉
嫌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开设赌场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非法采矿罪一案，日
前，由省检一分院向省一中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陈某安等
22 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各被告人，听取了辩护
人、值班律师的意见。

据省检一分院起诉书指控：2002年以来，被告人陈某安和
陈某（在逃）纠集被告人彭某江、程某、蔡某虚等人为固定成
员，形成了以陈某安、陈某为首要分子，且组织相对严密、分工
相对明确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为了牟取非法利
益，2002 年至 2019 年期间，在陈某安、陈某的指挥下，长期在
琼海市会山镇东太居委会、龙江镇蒙养村委会，通过暴力、威
胁手段有组织地实施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故意毁
坏财物、非法采矿、开设赌场和破坏蒙养村委会选举等违法犯
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依法应当以故意伤害罪、
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开设赌场罪、强迫
交易罪、非法拘禁罪、非法采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张星）为切实加强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资金风险管理，保障资金
安全，10 月 12 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印发

《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有
关规定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规范省外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
的贷款办理条件。明确商转公贷款办理时
间线。在海南省外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
购置我省住房，2020 年 8 月 20 日（含）之后发
放原商业贷款资金的，可申请办理个人商
业性住房按揭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以
下简称商转公贷款），除此之外的其余情形
不予办理商转公贷款。住房公积金管理人
员应通过《个人信用报告》中该笔原商业贷
款的“开立日期”核实其贷款发放时间；严
格审核借款人夫妻双方缴存情况。在海南

省外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借款人夫妻双方，申
请我省住房公积金贷款（以下简称异地贷
款）或商转公贷款时，需分别提供省外住房
公积金缴存管理机构出具的个人《异地贷款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作为在省
外缴存的夫妻双方适用异地贷款最高额度
的判断依据。

《通知》规范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控制
标准。明确省内外接续缴存职工的适用贷
款额度。合并计算职工在海南省外和省内
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时间，判断是否
满足连续足额缴存 6 个月（含）以上的贷款基
本条件。职工在省内连续足额缴存不足 6 个
月的，其贷款最高额度仅适用异地贷款标
准，不适用省内缴存贷款标准。以借款人的
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作为判断借款人夫妻

双方或借款人仅单方适用省内缴存贷款标
准或异地贷款标准的依据。

《通知》要求，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核查
不符或无法查证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的，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需提供原住房公积
金缴存管理机构出具的缴存证明用于核查。

增加建（修）房屋可贷额度控制标准。
建造、翻建和大修自住住房的可贷额度，除
不得超过贷款最高额度外，同时按海南住
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三届四次全体会议审
议通过的建造、翻建和大修住房公积金提
取标准进行控制。其中，建造、翻建自住住
房按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1800 元/平方米的
标准计算可贷额度。

《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三亚警方运用“一号工程”平台

2天抓获2名
积案在逃嫌疑人

本 报 讯（记 者 李 业 滨 通 讯 员 白 瑛
奇）10 月 12 日，记者从三亚市公安局举办
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三亚市公安局“一号
工程”平台（全域全息人员信息采集平台）
近日发出两条预警信息，有 2 名外省作案
的在逃嫌疑人龚某、周某军分别出现在三
亚。三亚警方立即开展抓捕行动将 2 人
抓获。

据介绍，2012 年 4 月，犯罪嫌疑人龚
某伙同他人在湖南浏阳捅伤致死 1 人，而
后利用虚假身份乘坐长途客车潜逃海南
多地藏匿，被公安部列为命案积案攻坚专
项行动工作目标。在 2020 年 10 月 8 日 8
时 06 分被三亚警方的“一号工程”平台发
现并预警，经核实确认无误后，三亚警方
立即前往榆亚路某商场找到了龚某驾驶
的电动车，一方面展开蹲守布控，另一方
面走访摸排，于 20 时许将龚某成功抓获。

警方还介绍了抓捕犯罪嫌疑人周某
军的过程。2016 年至 2017 年，周某军在四
川巴中某酒店担任负责人期间，拖欠数名
员工工资多达 74 万元，其潜逃至海南。今
年 10 月 9 日 11 时 22 分，“一号工程”平台
发现周某军在榆亚路某商场活动后及时
预警。三亚警方于 12 时 12 分在商场门口
将周某军成功抓获。

我省四部门联合印发住
宅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
设管理流程

物业拒不改正
记不良行为记录

本报讯（记者张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四个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关于规范住宅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建设管理流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切实解决“充电桩进小区”难的问题。

《通知》指出，要加强充电设施安全管
理，将充电设施纳入小区安全管理责任体
系中，各市县住建、消防、工信、发改等部
门按职能分工，加大对充电设施监管力
度，要求各市县住建部门会同相关单位落
实住宅小区充电设施建设有关工作要求，
继续开展“充电桩进小区”示范项目建设，
积极探索创新运营模式，切实解决“充电
桩进小区”难的问题。

《通知》要求，各市县物业主管部门督
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积极配合充电设施
建设工作，对不按要求配合用户安装充电
设施、无故阻挠或向用户和安装单位收取
额外费用的物业服务企业，由市县物业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的物业服务
企业，采用信用管理等措施，记不良行为
记录，并进行通报。

《通知》附件《住宅小区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建设管理流程（试行）》（以下简称《流
程》）明确，自用桩安装前，由用户、充电桩
安装企业、充电桩提供方与物业服务企业
签订《充电设施安装承诺书》，明确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安装责任、安全责任，以及后
期运维运营责任等内容。公共桩安装前，
按照“谁投资、谁负责”的原则，由充电桩
安装企业、充电桩提供方与物业服务企业
签订《充电设施安装承诺书》，明确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安装责任、安全责任，以及后
期运维运营责任等内容。

《流程》要求，充电桩所有权人、物业服
务企业、充电桩运营企业和电动车企业按
照《充电设施安装承诺书》落实安全责任。

我省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房贷业务
严格审核借款人夫妻双方缴存情况

本报讯（记者陈敏）10 月 12 日下午，省
委政法委机关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贯彻
七届省委常委会第 172 次（扩大）会议精神，
强调把思想和行动切实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扎实推动政法各项工作
取得新成效，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良
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会议指出，七届省委常委会第 172 次（扩
大）会议召开后，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星
泰高度重视，对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作出指
示。省委政法委专门召开秘书长会议对学

习和贯彻会议精神工作进行梳理。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七届省委常委

会第 172 次（扩大）会议精神与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海南工作的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相结合，与贯彻落
实省委七届八次全会精神相结合，将其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采取支部学习、政法夜校、微课堂、专题辅
导等形式，强化理论武装，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最坚
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抓
好各项工作落实。

会议要求，贯彻七届省委常委会第 172
次（扩大）会议精神，关键要抓落实。要认真
贯彻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次推进会
精神，抓紧筹备召开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第四次推进会，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确保专
项斗争圆满收官；要抓好平安海南建设，争
取在今年全国平安建设考评中打个“翻身
仗”；要抓好社管平台、综治中心、网格化服
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四位一体”新机
制建设，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经
验；要积极推进制度集成创新，高质量高标
准抓好省委政法委牵头或参与的制度集成

创新任务；要持续抓好省委巡视整改工作，
不折不扣完成巡视整改任务。

会议强调，要夯实工作责任，加大督查
督办力度，确保顺利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
务。各级领 导 干 部 要 坚 决 扛 起 实 现 海 南
自贸港建设开好局、起好步的重大政治责
任，“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和“干一件
成一件”的韧劲，只争朝夕，狠抓落实，以实
际行动体现“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
维护”。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刘诚主持
会议。

省委政法委机关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七届省委常委会第172次（扩大）会议精神强调

推动政法工作取得新成效

他曾是军中硬汉，在武警部队用 12 年
青春驻守边防。2016 年转业后，他加入了
公安队伍，从“橄榄绿”变成“藏青蓝”，冲锋
陷阵、爱岗敬业，为老百姓的平安保驾护
航，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屡获全国级、省级荣誉表彰。近日，
在表彰全国公安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名单里，他又名列其中。他，就是省
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三支队支队长张华。

“从军人到民警，张队多次获得嘉奖表
彰，是我们身边的实力排头兵。”“他在工作
上张弛有度，做事踏实可靠，特别是在抗疫
期间，以身示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事
们说起张华，纷纷竖起大拇指。

10 月 10 日，记者走进省公安厅，倾听

张华与同事们的抗疫故事，体验他们日复

一日的忙碌的工作，也见证了他们平凡中

的伟大。

24小时快速主笔起草
疫情执法工作指引

当天上午 9 时许，记者在省公安厅专

案办公室初见张华时，他正紧盯着电脑屏

幕与同事讨论案件细节。

张华给人第一印象是目光炯炯，时而

微笑，讲起话来顿挫有力，但是脸上显露出

无法掩饰的疲惫。回忆起数月前的抗疫经

历，张华仍历历在目。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张华第一时间主动请缨，于 1 月 23 日
投入了疫情防控战斗中，成为我省第一批参

与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理组联络员。

“如何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疫情蔓

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规
范相关部门处置疫情时的执法行为，提高
执法效率等问题，是迫在眉睫的工作。”张
华告诉记者，1 月 24 日，他临危受命，要主
笔起草《海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执法工作指引》。

接到任务后的张华，结合自己在基层
派出所工作、参与刑侦工作等经验，通宵达
旦地查阅大量相关疫情防控资料，一字一
句开始起草。功夫不负苦心人。该工作指
引在 1 月 25 日凌晨终于修改完成，并于当
天向全省各市县卫健委、公安局正式发布。

记者翻开该工作指引，看到其中对人

员监测、隔离和劝返，人员申报登记和管
控，隔离区、疫区查控和封控等 5 个方面都
明确说明具体执法方式及法律依据。

“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这个工作指引对
于各个部门来说都非常重要，经过后期工
作检验，这个工作指引也起到了关键的作
用。”与张华一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民警
陈章告诉记者。

据介绍，张华主笔起草的文件还有《关
于做好海南省入境人员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关于做好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工作的实
施方案》《入境来琼人员闭环管理流程图》
等 70 多个重要文件。

在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值守的 100 多天
里，张华的手机 24 小时开机、24 小时不分昼
夜坚守岗位，参与梳理核查数据 25 万余条，
指导各地检查车辆286761辆次、人员497943
人次，协助核查、寻找、转运确诊、疑似及密
切接触人员 7947 人；指导全省公安机关查
处治安案件429 起、刑事案件83 起……为我
省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重大贡献。

他是连续30多天
没有露面的爸爸

提起在抗疫期间的这一连串数字，张
华有些释然。他说那是最煎熬的一段日

子，也是最考验人的黄金时间，每一天值班

几乎都是争分夺秒。他的私人电话已经成

了接不完的热线电话。“唯一有点愧对的，

是父母和孩子。”张华说。

张华的父母年事已高，父亲长期重病

缠身，妻子也是一名人民警察。疫情期间，

家里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全靠母亲一人照

应。疫情刚发生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华

极少回家。

张华说，他经常会到港口码头一线协

调处置紧急现场，因此接触到一些外地入

琼人员是常有的事情。陈章回忆，4 月 2

日，一位陕西籍的货车司机，因有越南旅居

史，且入境还差一天满 14 天，不符合放行

要求。但是该货车司机因着急送货到澄

迈，与现场工作人员因隔离时间产生分

歧。张华了解情况后，立即到现场进行多

次协调，相关部门最终同意货车司机拿到

核酸检测合格报告后即可放行，大大减少

了该货车司机的经济损失。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为了减少与家

人的接触，张华几乎是不着家。偶尔回去

了，也是趁着孩子入睡了，偷偷回去拿一下

换洗衣服，看一眼生病的父亲就走了。“有

时候连续 30 多天，孩子们都没有见我一

眼。”张华说。 （下转 2 版）

全国公安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张华在抗疫值守的100多天
里，主笔起草疫情执法工作指引等重要文件，参与梳理核查数据25万余条

逆行，守得云开见月明
□本报记者张星 张英

张华到快递公司检查实名制制度实行情况张华到快递公司检查实名制制度实行情况 记者高凌 摄

（详见2版）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联合
海口市公安局破获一起特大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

案件估值3300余万元

（详见3版）

台风“浪卡”今晚登陆
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进出岛客列调整

今日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