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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这18种黑恶势力行为
最高奖励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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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4月4日讯（记者梁振
文通讯员高琼芳）2018年9月16日20

时许，为追讨债务，徐某强组织徐某高等

十余人与对方在儋州市那大镇那恁路发

生械斗。随后，儋州市公安局将其列为

涉恶案件进行调查。然而，在警方开展

集中抓捕行动之前，多名涉案人员出逃。

经调查，在儋州市公安局解放派出

所当辅警的黄某群涉嫌泄密（详见本报

2月19日报道）。日前，该案在儋州市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最终黄某群获刑两年。

2018年9月16日20时许，海南某财

务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强，组

织徐某高等十余人追讨债务，双方在儋

州市那大镇那恁路发生械斗，造成对方

黄某文左手腕被砍，双方均有人员受伤。

事件发生后，徐某强当晚便打电话

告知幕后老板徐某伟，徐某伟随即联系

被告人黄某群，要求其帮忙了解案情，得

到了黄某群的应允。

9月17日上午，黄某群到儋州市公

安局解放派出所，通过查询接处警记录

本、交接班记录本和公安系统接处警平

台，了解案件后，打电话告诉徐某伟称双

方均有人受伤，其中黄某文已转去海口

治疗，尽量私了。紧接着，黄某群以汇报

工作为由，走到该所所长的办公室门口，

听到关门的室内有人在讲话，便驻足探

听。他听到该所所长正在向该所副所长

交代侦查“9·16案件”工作，并准备把此

案以涉黑线索报告给市扫黑办。

过了数日，黄某群便把市公安局将

此案当作涉恶案件来打击的侦查方案泄

露给徐某伟。随后，徐某伟便迅速安排

涉案人员徐某强、王某光等人逃走藏匿。

2018年11月2日，徐某伟、徐某强、

徐某高等人被抓获，但仍有涉案人员王

某光等多人在逃。

经调查，儋州市公安局发现黄某群

存在涉嫌泄密，于2018年11月16日被

传唤到案，11月17日被刑事拘留，12月

17日被逮捕。

儋州市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群向

他人泄露的涉恶势力犯罪团伙侦查方

案，根据有关规定，该方案在未按照相关

规定公开之前，依法应当属于国家秘

密。黄某群身为在公安局派出所工作多

年的辅警，应当对其在工作中获悉的追

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负有严格保守

秘密的义务，熟知泄露国家秘密所带来

的严重后果。在此情况下，黄某群仍然

违反国家保密法的规定，导致多名犯罪

嫌疑人逃匿，影响恶劣，情节严重，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依法应

予惩处。

被告人黄某群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且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对

其从轻处罚。最终，儋州法院以黄某群

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

2年。

泄密致使多名涉恶人员外逃
“听墙脚”辅警被判刑两年

新闻追踪 《儋州的这名辅警你已泄露国家秘密》

南国都市报4月4日讯（记者孙学
新）记者4日从三亚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举报非法高

利放贷、“套路贷”、“ 校园贷”、暴力讨债

的黑恶势力等18种黑恶性质违法犯罪

活动，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这18种黑恶性质违法犯罪活动分

别是：

1、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政

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

2、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

届选举、垄断基层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

黑恶势力；

3、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

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

势力；

4、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

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

5、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

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

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6、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机场

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

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

7、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

活动的黑恶势力；

8、非法高利放贷、“套路贷”、“ 校园

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9、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

队”的黑恶势力；

10、盘踞运输、物流、集贸市场、工

矿企业等行业场所非法经营、抢占货源、

强拉强运、强买强卖、垄断市场、暴力打

压竞争对手的菜霸、砂霸、运霸、渔霸、路

霸、货霸、市霸、矿霸等团伙。

11、侵害学生安全、财产安全，妨害

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或者教唆、胁迫在

校学生参加犯罪组织或从事违法犯罪的

黑恶势力；

12、在房屋租赁、房屋买卖等过程

中，利用各种手段骗取高额回扣、吃差

价、克扣押金的黑恶势力；

13、恶意插手医疗纠纷，严重妨碍

医疗秩序，给医疗机构造成负面影响，并

从中牟利的黑恶势力；

14、恶意插手诉讼纠纷，怂恿群众

集体提起诉讼，严重妨碍审判（仲裁）秩

序，给审判（仲裁）机关造成负面影响，并

从中牟利的黑恶势力；

15、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黑

物业”“黑车”“黑导游”“黑旅行社”等其

他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16、保健品市场经营链条中的违法

犯罪行为和乱象；

17、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

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18、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

护伞”。

举报途径包括举报电话：0898-

88386677；收信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

春路5号司法大楼八楼（邮编572000）；

举报邮箱：sysshbjb@163．com。

三亚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依法举报，

将加大奖励力度，兑现奖励承诺，并对举

报人和举报线索严格保密。

首届中国南繁文化
故事汇演举行

南国都市报4月4日讯（记者 王天宇）3日
晚，首届中国南繁文化故事汇演在三亚举行，

通过舞台演绎的方式再现了一个个感人的南繁

故事，给现场数百名观众重温“南繁精神”。

当晚8时，开场舞《不染》揭开了文化汇

演的序幕，期间《玉米授粉与南繁结缘的故

事》《南繁中牺牲的专业南繁战士》《绵》等朗

诵将南繁的往事娓娓道来。随后，歌曲、配音

秀等精彩节目，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在节目表演中还设置互动环节，主持人提

问一些农业与南繁的知识，观众踊跃参与其中。

三亚⇌赤塔航线开通
南国都市报4月4日讯（记者孙学新）4日

凌晨2时，由俄罗斯北方之星航空执飞的“三

亚⇌赤塔”航线航班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顺利

首航，进一步加密了三亚至俄语地区航线。该

航线是今年三亚新开通的第五条国际航线。

据了解，该航线使用波音B738机型执飞，

每周三执飞。进港航班号为Y7508，20时从

赤塔（俄罗斯联邦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起飞，

次日2时抵达三亚；出港航班号为Y7507，6

时40分从三亚起飞，12时40分抵达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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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0.32%

13.21 2.23%

52.46 0.00%

49.68 -0.01%

13.79 0.01%

6.75 0.06%

25.75 0.47%

5.26 2.14%

5.43 -0.05%

5.60 2.27%

3.45 1.56%

2.61 0.56%

4.77 1.29%

3.98 -2.23%

4.50 -0.22%

3.13 0.48%

2.72 0.15%

2.50 3.31%

9.39 -0.37%

2.20 -0.31%

4.99 -1.39%

3.28 -1.10%

2.67 0.25%

鲜猪肉 黑猪肋条肉

鲜猪肉 黑猪精瘦肉

鲜羊肉 新鲜带骨

鲜牛肉 新鲜去骨

鸡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鸡蛋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带鱼 冰鲜

青椒 新鲜一级

尖椒 新鲜一级

芹菜 新鲜一级

油菜 新鲜一级

圆白菜 新鲜一级

豆角 新鲜一级

韭菜 新鲜一级

西红柿 新鲜一级

胡萝卜 新鲜一级

土豆 新鲜一级

大白菜 新鲜一级

蒜苔 新鲜一级

冬瓜 新鲜一级

苦瓜 新鲜一级

空心菜 新鲜一级

地瓜叶 未经处理，按把换算

南国都市报4月4日讯 （记者 党朝
峰）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海南省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建设技术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已完成征求意见稿编制，现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修改意见和建议，可于4月

16日前反馈至海南省建设标准定额站。

该标准适用于我省新建、改建、扩建

和既有建筑物配建停车位以及社会公共停

车场、社会自用停车场充电设施的规划、

设计、施工和验收。不适用于换电站、电

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充电

设施的建设。

充电设施的选址宜充分利用就近的电

源、消防及防排洪等公用设施；应便于应

用管理、维护及车辆进出；应满足噪声对

周围环境的要求；应满足通信要求。配建

充电设备的公共停车场，其入口处应设置

电动汽车充电标识，停车场所内部宜设充

电设施导引标志和电动车专用标示。充电

设施不宜设在多尘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

所；不应设在有剧烈振动或高温的场所；

不宜设在修车库内；不应设在有可能积水

的场所。

充电设备的布置不应妨碍车辆和行人

的正常通行，应结合停车位合理布局并便

于使用、操作及检修，应安装防撞设施。

设置在室外的充电设施不得设置在雨

水容易聚集的低洼处。设置防雨罩、雨棚

时应采用不燃性燃烧材料。室外充电设备

基础底座内部电缆入口应进行防火封堵。

充电设备必须具有连锁报警装置，电

池充满后应能实现自动断电。汽车库内设

置充电设施的区域应划分防火单元。每个

防火单元停车数量不应超过18辆，且电动

汽车与其他类型汽车不应停放在同一防火

单元内。

《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技术标准》征求意见，拟规定

充电设备须有连锁报警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