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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法官＋4 名陪审员＋预计审 1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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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涉案人数最多的黑社会性质案

三亚中院组成七人合议庭

开审刘某鸯等 49 人涉黑案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 月 15 日讯（记者利声富 通讯员 廖茹
奇）9 月 14 日上午，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三亚市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刘某鸯、邢某华等 49
人涉黑案件。该案系三亚市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以来涉案人数最多的黑社会
性质案，共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强迫交易罪、寻衅

滋事罪、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
由于案情复杂、涉案人员众多、社会
影响较大，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
案件审理工作，采用 7 人合议庭的形式，
由 3 名资深法官和 4 名人民陪审员负责
专案审理，并在庭审前召开 9.14 动员暨
警务保障大会，制定了详细的警务保障方
案，确保庭审过程万无一失。公诉机关指
控称，被告人刘某鸯、邢某华组织、领导人

数众多、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犯罪组织，
长期盘踞在三亚市崖城地区，有组织地通
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
利益，欺压、残害群众，为非作恶，称霸一
方，在一定区域和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
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被告人刘某鸯、邢某华的行为已构成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依法应当
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

凌晨破窗拿着大砍刀闯入超市

万宁打击私彩
111 人被抓

两男子偷走 5000 元现金 12 条香烟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 月 15 日讯（记者 徐培培 文/图）
“太嚣
张，太可恶了！”9 月 15 日上午，海口一家
批发超市负责人吕先生气愤地向记者讲
述，
发生在 15 日凌晨店内被盗一事。
吕先生的批发超市位于金宇东路、
侨 中 路 口 附 近 ，周 边 监 控 记 录 下 猖 狂
一幕。凌晨 1 时 29 分，三名男子在周围
徘徊了一会，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在没有
多大声响的情况下，超市落地玻璃窗被
打破。据记者了解，破窗位置原本是超
市用于堆放成箱饮料的地方，身材瘦小
才能随意进出。窗前有一块大号环保砖
疑为破窗工具。
店内监控显示，两名戴口罩的男子
拿着手机照明进入超市内部，直奔收银

台，撬开抽屉将里面的现金用塑料袋“打
包”。收银台下面的中华香烟也被他们
装了两个纸箱，一前一后搬走。短短几
分钟，
他们骑乘电动车快速逃离现场。
“外面应该有人负责放风，至少是 3
个人共同作案。”吕先生气愤地说，经
统计，被盗现金约 5000 多元，另外还
有 8 条硬中华、四条软中华香烟，总损
失约在 1 万元左右。此外，监控中，偷
钱偷烟的其中一名男子还拿着一把明
晃晃地大砍刀。
吕先生说，为了防盗，现在很多烟酒
行都会安排专人睡在店里，而他店里恰
好没有安排。
“ 想想还真的是很后怕，他
们拿刀进来，如果有人在店就危险了！”
目前，
吕先生已向辖区派出所报案。

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同时，应当以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
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骗取贷款罪等罪
名，分别追究本案各被告人刑事责任。
庭审期间，控辩双方将围绕起诉指控
的犯罪事实进行举证、质证，对定罪量刑
的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充分发表
意见，并展开法庭辩论。目前，此案正在
有序审理当中，庭审预计持续 11 天。

超市被破窗盗窃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 月 15 日讯（记者 苏桂除 通讯员 王雷）9
月 15 日，记者从万宁市公安局了解到，今
年 4 月以来，该共查处私彩案件 98 起，其
中刑事案件 1 起、行政案件 97 起，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 111 名，其中刑事拘留 14
名，行政拘留 82 人，罚款 15 人，收缴赌资
人民币 71208.4 元及用于销售私彩赌具
一批，
狠刹私彩赌博。
据了解，省公安厅部署开展打击整治
私彩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后，万宁市公安局
党委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清风”系列
行动，对私彩违法犯罪持续持续严打。在
扫荡街面私彩摊点的同时，坚持按照“一
个摊点、N 级代理、一个庄家”的原则，着
力深挖代理、直揪庄家、打深打透、堵死源
头，有效地遏制了私彩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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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定安县龙湖镇石井村委会黄梅村第
二村民小组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本栏目信息
35元/行，每行15字

低价格 高效率

17786986971

五指山水务有限公司遗失执收单位五指
山市水务局的海南省非税收入电脑票二
（01026）3份 ，号码为：0493585254、
0493585262，0493582272、该票均
为已使用的作废票据，在此声明已遗失。

厂房出租

定安县龙湖镇石井村委会黄梅村第
一村民小组公章破损，声明作废。

老城金马大道 1 万平米
厂房，办公楼、宿舍楼出
租、手续齐全。
电话：
1550090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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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闸门

转让

▲批发铝合金卷闸门抗风门手动卷闸门日
夜维修卷闸门13876965728

▲个人道客回迁商品房转让（中介勿扰），有
意者联系：
18976969179

贷款咨询

有机肥料

▲车贷：
全省车贷(8年内的车)费用透明，
无套
路。
电话：
13016211566蔡经理

▲自产自销，鸡屎有机肥，550 元/吨起
电话：13976031369 有杭州叉车卖 98 新

招租
▲金鹿工业区旁2000平方仓库出租
水电齐全13698981228

园林绿化
▲花卉出租 花木种植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13322027316

法律 诉讼代理，刑事辩护，法律代书。
咨询 电话：15008055852、13935565750

防水补漏

海口湘鹏公司由湖南日报社（集
团公司）办事处设立，该公司是我社
（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现在海口
湘鹏公司清算组名下，位于海口市盐
灶路壹栋 A101、B103、C204、D202
号等 4 套房子，决定进行整体打包公
开拍卖，特此予以公告。联系人：谢荣
德 ，电 话 13574114696 匡 玉 ，电 话
19976780823
湖南日报社
2020 年 8 月 18 日

▲天密公司高级工程师专治超高难度
防水补漏，
包好不漏后收费！
18289789525

征婚交友

▲专业查漏测漏防漏治漏:海南省建筑防
水保温协会麦工 13807600891

▲婚恋请来 优美雅社
婚姻介绍 婚前辅导 维情咨询 形象设计
为您幸福打造 68520585
13379890289 国贸金海广场 6 栋 203 号

▲海口专业防水补漏，卫生间 阳台免砸瓷
砖补漏，
保修十年，
电话13518824367

全岛旧货回收
▲高价回收旧货废品，空调，家电，铜铁铝锌锡。
自有货车上门收购！
13215767586

▲思达圆婚介平台：
有各行业的优秀会员较多，资料真实可
鉴，来就约见面。缘到成功。66500706、
18976082986龙华路41号（椰树厂门旁）

装修防水

全铝家居订制

▲家居商铺装修.旧房改造.内外墙涂料.翻
新.外墙清洗拆装18876699286

▲鑫恒美全铝家居订制：衣柜、酒柜、橱柜、

阳台柜(不怕白蚂蚁的柜）18907584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