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法放贷 暴力索债
谢某丰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过堂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吴平 通讯员 黄少玲冤 11月
4日袁 由东方市公安局侦查终结袁东
方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谢某丰
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在东方市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遥

经查袁自 2009 年起袁被告人谢
某丰为牟取非法利益袁 在东方市发
放高利借款袁 并先后雇佣了被告人
曾某坚尧周某祥尧吴某尧符某林尧符某
山等人非法讨债或者发放高利借
款袁收取高额利息袁被告人谢某丰每
月给雇佣人员发放工资遥 自 2010年
至 2018年 6月份期间袁在借款人不
能按期偿还本息时袁 被告人谢某丰
安排尧指使曾某坚尧周某祥尧符某山
等人袁 有组织地采用暴力或者软暴
力等非法手段索债遥
被告人谢某丰尧 曾某坚尧 周某

祥尧吴某尧符某林尧符某山的行为严重

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尧 财产权
利袁扰乱经济尧社会生活秩序袁造成较
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袁已形成以被告人
谢某丰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遥
整个庭审过程高效尧有序袁提前

完成了全部审理工作袁 该案将择期
进行宣判遥

自 2018 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至今袁 东方法院共受理涉恶类
案件 15宗 74人 渊其中 3宗 5人被
并入新的公诉案件中冤袁 已结 11宗
60人 渊其中 3宗 5人被并入新的公
诉案件中冤袁判处十四年至一年九个
月不等的刑期遥

中央扫黑除恶第 18 督导组督
导以后袁 东方法院共受理涉恶类案
件 10宗 67人渊其中 2018年受理的
1宗 3人并入 2019年受理的 1宗案
件中冤袁已结 6宗 53人渊其中 1宗 3
人被并入新的公诉案件中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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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以来袁 陈伟光
团伙长期在五指山市烟酒公司一带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袁被群众称为野烟
酒帮冶遥该团伙有组织地实施了故意
杀人尧故意伤害尧聚众斗殴尧敲诈勒
索尧开设赌场尧贩卖毒品尧强迫交易尧
串通投标等一百多起违法犯罪事
实曰打压尧排挤竞争对手袁非法控制
五指山市砂石价格袁 非法垄断五指

山市混凝土供应市场袁 严重破坏了
当地经济尧社会尧生活秩序遥 陈伟光
胞兄陈伟雄担任五指山市公安局河
北派出所所长期间袁 该所对辖区内
发生涉及 野烟酒帮冶 团伙的刑事案
件袁 没有采取相应工作措施研究部
署查处袁致使野烟酒帮冶不断坐大成
势尧日益猖獗袁寻衅滋事尧吸毒贩毒尧
敲诈勒索等案件多发袁 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遥 此外袁陈伟雄还收受野烟酒
帮冶赠与的价值 150万元野干股冶等遥
2018年袁 陈伟雄为掩盖事实真相袁
多次教唆他人销毁有关书证尧 作伪
证袁与他人订立虚假协议袁建立攻守
同盟袁对抗组织调查遥 2019年 7月袁
陈伟雄受到开除公职处分袁 其涉嫌
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起诉遥

海南通报三起涉黑涉恶腐败和野保护伞冶问题典型案例

包庇黑恶势力 四“双面”官员栽了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 魏铭纬冤为进一步发挥典型

案例警示震慑作用袁深化我省野打伞破网冶专项行动袁日前袁海南省纪委监委对三
起涉黑涉恶腐败和野保护伞冶问题典型案例进行通报遥

以黄鸿发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团伙多年来在昌江地区通过
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袁 树立
非法权威尧牟取非法利益袁对当地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和政治生态造成严
重破坏遥 昌江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郭祥理明知黄鸿发涉黑组织的种种
恶行袁 却放任其儿子与黑恶势力长
期交往尧合作经营驾校袁同时为黄鸿
发涉黑组织的违法建筑协调关系补

办手续袁 干扰国家机关正常执法活
动曰 在昌江县市民广场改造等工程
项目中袁 郭祥理为黄鸿发涉黑组织
成员黄应祥等人牟取利益袁 非法收
受人民币 90.5万元遥 郭祥理还存在
其他违纪违法问题遥 2019年 5月袁
郭祥理受到开除党籍尧取消退休待
遇处分袁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遥

昌江县原副县长周开东明知

黄鸿发涉黑组织长期在昌江地区
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袁 依然接受黄
鸿发及其团伙成员的宴请尧礼品袁
并利用职务便利包庇尧 纵容其违
法建设尧 非法采砂等违法犯罪活
动遥 周开东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
问题遥 2019 年 9 月袁周开东受到开
除党籍尧开除公职处分袁其涉嫌犯
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起诉遥

2014年以来袁陈恒贵涉黑组织
通过借助行政执法机关查处打击竞
争对手和实施敲诈勒索尧 强迫交易
等违法犯罪活动袁 迫使在琼州海峡
从事非法运输活体动物的企业和个

人向其交纳野保护费冶尧运输费和码
头费等费用遥 海口市农业局原副局
长兼市畜牧兽医局原局长顾贫利用
职务便利为陈恒贵运输活体动物违
规进岛等经营活动给予保护袁 授意

下属予以野关照冶袁非法收受陈恒贵
人民币 117万元遥 顾贫还存在其他
违法问题遥 2019年 4月袁顾贫受到
取消退休待遇处分袁 其涉嫌犯罪问
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吴
荟 通讯员 温云斌 刘国芳冤 11月 4日袁 记者
从海口海关获悉袁该关破获一起 5300余万元
走私濒危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鳔案遥
据介绍袁2019年 5月 5日袁海口海关缉私

部门根据兄弟单位提供的情报线索袁 在三亚
凤凰机场抓获由香港乘机入境的犯罪嫌疑人
胡某某尧梁某某袁现场查获藏匿于行李箱中的
鱼鳔 440片 渊净重 111千克冤遥 经现场突审袁2
名犯罪嫌疑人对走私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袁但
仍抱有侥幸心理袁 拒不交代其所在的走私团
伙其他成员遥 办案民警马不停蹄袁对已掌握的
证据材料进行深入分析梳理袁 经过三天三夜
的连续攻坚袁在海南尧广东等地相继抓获该涉

案团伙成员 6人袁并缴获鱼鳔 125片渊净重 51
千克冤遥一个组织严密尧分工明确的跨国走私犯
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遥
经查证袁犯罪团伙头目巫某某等人在墨西

哥组织货源袁 雇佣多名在墨务工的中国籍人
员袁通过行李夹藏方式携带加利福尼亚湾石首
鱼鱼鳔乘机从墨西哥中转至海南三亚入境袁货
物到达海南后随即由接货人员进行分装袁组织
国内买家到海南现场交易或以邮寄尧携带的方
式进行销售遥该团伙分工明确袁境外组织货源尧
带货尧境内接货尧中介销售等均有专人负责遥经
有关部门鉴定袁涉案的 565片鱼鳔均为加利福
尼亚湾石首鱼鱼鳔袁价值 5300余万元遥 目前袁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遥

案例二 运输活体动物违规进岛
他收受 117万元“关照”

案例三 哥哥当派出所所长
弟弟当“烟酒帮”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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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海关奔赴琼粤破获走私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鳔大案

8人走私565片鱼鳔 案值5300万

海口海关缉私部门民警提醒袁 一直以来袁
传言石首鱼鱼鳔具有抗衰老尧 防癌等奇效袁并
这没有充分的医学证明袁且加利福尼亚湾石首
鱼与大象尧玳瑁尧穿山甲等同属濒危物种袁受国
际公约和中国法律的保护袁除持有相关允许进
出口证明书外袁任何携带尧邮寄濒危物种及其
制品进出境的行为均属违法袁 切勿铤而走险尧
以身试法遥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渊Totoaba macdonaldi冤袁
又名加州犬型黄花鱼或麦氏托头石首鱼袁是仅
分布于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特有濒危物种袁
因受非法捕捞尧 走私贩运及栖息地退化等威
胁袁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的种群数量持续减
少袁面临灭绝风险遥 1976年袁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被列入 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曳CITES附录 I的保护动物袁 成为首个被列
入 CITES附录 I的鱼类袁 严禁商业性国际贸
易遥 1996年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渊IUCN冤红色
名录将其升级为极度濒危遥

加利福尼亚湾
石首鱼系濒危物种

石首鱼鱼鳔没有防癌奇效

新闻加点料

海关提醒

他当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儿子与黑恶势力开驾校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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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铭纬冤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 11
月 5日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袁海
南省澄迈县森林公安局原科员蔡笃
军尧黄承天涉嫌受贿罪尧徇私枉法罪一
案袁由澄迈县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袁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遥

日前袁 澄迈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以
涉嫌受贿罪尧徇私枉法罪对蔡笃军尧黄
承天作出逮捕决定遥目前袁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遥

涉嫌受贿徇私枉法罪

澄迈森林公安局
两名警员被起诉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实习生 陈勇合冤 没有侥
幸袁违建必拆遥 连日来袁海口市连续第
三周在各区同步开展大规模集中拆违
行动袁重点打击非法买卖土地建设尧体
量大和框架结构的违法建筑遥 11月 5
日袁 海口全市总计拆除违法建筑 113
宗袁建筑面积 3.82万平方米遥 其中秀
英区拆除违法建筑 48宗袁 建筑面积
0.49万平方米曰 龙华区拆除违法建筑
13宗袁建筑面积 0.88万平方米曰琼山
区拆除违法建筑 31宗袁建筑面积 1.89
万平方米曰 美兰区拆除违法建筑 19
宗袁建筑面积 0.44万平方米曰桂林洋
经济开发区拆除违法建筑 2宗袁 建筑
面积 0.12万平方米遥

海口再拆违

一天拆 113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