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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称霸一方敛财上千万

临高“黑老大”符聪被执行死刑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7
月 31 日讯(记者 陈栋 通讯员 罗凤灵)7月
31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
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对罪犯符
聪执行死刑。
法院审理查明，2006 年-2012 年，符
聪通过贩卖毒品、开设赌场等获得的经
济实力，依托宗族、同乡关系，纠集临高

县临城镇、加来镇等地的社会闲散人员
实施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以符
聪 为 组 织 者 、领 导 者 的 黑 社 会 性 质 组
织。2013年4月，符聪指使近百人持械到
临城镇美台村恒辉搅拌站，暴力夺取该
搅拌站供料运输权，确立了以符聪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权威和强势地位。
该组织成员人数众多，层级分明，有

利用“套路贷”方式非法敛财 1700 余万元

海口府城“黑老大”沈东获刑23年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7
月31日讯（记者 王天宇 通讯员 覃易琼）7
月31日，
海口中院对被告人沈东等21人涉
黑犯罪一案依法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判决沈东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等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 23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 20 名被告
人分别被判处 1 年到 18 年不等有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2008 年以来，被告人
沈东网罗陈德亮、吴鸿章等人，形成以沈

东为首、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成员多达 15
人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以暴力、威胁
为手段，利用“套路贷”方式在以海口市
琼山区府城镇为中心进而辐射至整个海
口地区非法敛财 1700 余万元。
该组织以以符合“套路贷”特征的方
式非法进行放贷，攫取巨额经济利益，以
贷养黑，以黑护贷。该案共涉及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
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等 10 个罪
名，涉及违法犯罪事实 19 宗。

盘踞南北水果市场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

首犯周某兵领刑15年罚14万元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
报 7 月 31 日讯 （记者 王天宇 通讯员 潘
春培） 7 月 29 日，海口市琼山区法院依
法对周某兵等 21 名被告人犯故意伤害
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
场罪一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该案 10 名
被告人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周某兵召
集多名亲属或朋友为其在南北水果市
场附近开设赌场提供协助，获取了巨
额非法利益。2017 至 2018 年期间，周

悬赏20万!

警方追捕涉黑人员

包庇、容留逃犯的，以及为其逃避
打击提供便利条件的，将依法从严
追究法律责任；对打击报复举报人
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犯罪嫌疑
人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的，公安机
关将给予从宽处理。
联系电话：谢警官 13876251232
林警官 18976128198
举报邮箱：dzga_110@163.com

三亚
车祸现场

四车追尾
事发春光路
无人员伤亡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
国都市报 7 月 31 日讯 （记者 利
声富 文/图） 7 月 31 日 11 时许，
三亚市春光路发生四车追尾 事
故，事故中无人伤亡。目前，
道路交通已恢复，事故原因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三亚
正下着雨，在春光路一斑马线
前，一辆银色轿车来不及刹车，

某兵、吴某琼利用其恶势力威名，纠
集刑满释放人员被告人雷某、黄某清
等人在椰海综合市场垄断售冰生意，
低价租赁铺面等实施强迫交易的违法
犯罪行为，严重扰乱了椰海综合市场
的生产经营秩序。
法院依法判决该涉恶犯罪集团首
要分子周某兵犯强迫交易罪，敲诈勒
索罪，开设赌场罪，故意伤害罪，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5 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140000 元。

金蝉脱壳

行骗 6000 元后“消失”

男扮女装想脱身
铁警两天后将作案男子抓获

看到他立即报警
破涉黑恶犯罪案件的在逃人员。为
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儋州市公安
局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
极检举、揭发，协助公安机关抓获
在逃人员，如发现该人行踪或 线
索，请速与办案民警联系或拨打
110 报警，对提供线索直接抓获犯
罪嫌疑人者，公安机关将给予人
民币 20 万元奖励，并对举报人信
息严格保密。公安机关对隐瞒、

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依法判决
符聪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贩
卖、运输毒品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
罪，聚众斗殴罪等 12 项罪行，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案经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罪犯符
聪在被执行死刑前会见了近亲属。

文昌

李养圣

儋州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
都 市 报 7 月 31 日 讯 （记 者 李 绍
远） 7 月 31 日，儋州警方悬赏 20
万元，向全社会征集线索，公开追
捕一名涉黑恶案件在逃人员。
犯罪嫌疑人李养圣，男，汉族，
1971 年 06 月 18 日出生，身份证号
码：460003197106180414，户籍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西干居委会永
乐街 93 号，李养圣系儋州警方侦

组织地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了寻衅
滋事、故意伤害、开设赌场、聚众斗殴、抢
劫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该组织通过
控制当地搅拌站、垄断纸箱销售，攫取非
法经济利益千余万元，在临城镇、加来镇
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严
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该案经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

追尾撞上前方皮卡车。银色轿车
司机还没反应过来，后面一辆出
租车又重重地撞上来，导致银色
轿车车尾被撞拱，出租车引擎盖
被掀开。接着，一辆越野车也追
尾撞上出租车。
据了解，四车追尾事故中无
人员伤亡。目前，春光路口已恢
复交通，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7 月
31 日讯（记者王燕珍 实习生 吴桂涓 通讯员 陈
博）一男子在动车站骗了他人 6000 多元后进
入厕所，被骗旅客苦等在门口，该男子却“消
失”
了。两天后，
文昌铁警将作案男子抓获。
7 月 28 日 14 时许，海口铁路公安处文昌站
派出所民警在巡查文昌火车站候车室时接到
旅客吴女士报警称：当天 10 时 25 分左右，她遇
到一名戴着白色鸭舌帽、身着白衣黄色裤子的
男子向自己推销理财产品，心动之下，便向该
男子微信转账 6000 余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随后该男子以上厕所为由离开了，之后一直未
返回，
还将吴女士微信删除。
吴女士表示，她从该男子进厕所后便一直
盯着出口，
因文昌站候车室厕所只有一个出口，
所以一开始吴女士并不担心。近两个小时后，
没见到该男子从厕所出来，吴女士急忙让清洁
工帮忙去看看，
谁知清洁工说厕所没人，
吴女士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立即向民警报案。
民警在候车室男厕所内垃圾桶内发现了
一张揉成团的带有口红印的卫生纸，于是通过
大量的视频调取、比对分析后，发现当日 13 时
05 分许，有一名女性打扮且戴墨镜的“女子”从
候车室厕所出来，且之前并没有该衣貌特征的
人进去，民警怀疑该男子是男扮女装逃走的。
文昌站派出所民警迅速确定嫌疑人胡某
（男 ，33 岁 ，三 亚 市 人）的 身 份 ，并 发 现 其 于
2012 年因抢夺罪曾被判有期徒刑一年。7 月
30 日上午，民警最终在胡某家将其抓获。据胡
某供认，他有次看电视剧时，看到主角是通过
男扮女装方式得以脱身，便想到自己也可用这
种方式去行骗然后再逃离。
目前，
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