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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符雄助冤 7月 30日袁 几段斗殴小
视频在海口朋友圈疯传遥 记者从海口
市中山派出所核实袁案件发生于 29日
晚袁 在海口市海府路三角池广场三名
男子因争执产生矛盾袁 进而演变成互
殴事件遥 目前袁3人均在医院医治遥

视频显示袁一名男子和另外两名
骑电动车男子发生争执袁前者持疑似
电动车锁的钝器挥向两名男子袁双方
经过短暂打斗袁该男子被两人打倒在
地袁倒地后袁该男子被钝器反砸尧头部
被踢等情况袁 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袁
两名男子最终骑上电动车离开遥
目前袁三名男子不同程度受伤袁在

医院接受治疗袁警方表示案件还在进
一步调查中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冤 近日袁 商报就油漆工李
先生尧涂料工周先生反映袁他们给秀英
区西秀镇富力盈溪谷别墅小区 c1 栋
干活袁 老板文某不结算工资还一次次
忽悠他们一事曝光后袁 引起秀英区劳
动监察大队领导的重视袁 通知 2名农
民工 7月 30日下午到劳动监察大队递
交材料袁劳动部门正式启动调查程序遥
在给秀英劳动监察大队递交的材

料上看到袁 海南御茗某装饰设计工程分
别拖欠了两名工人 9400元和 15803元遥
两农民工称院野为了这些工资袁装饰公司
老板文某多次承诺袁多次失约袁老板已
经多次失信于他们袁 甚至打个欠条其
都不肯袁他们只能向劳动部门投诉遥 冶

秀英劳动监察大队执法人员表
示袁正式受理投诉件后袁他们会按程序
启动调查袁 对其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事袁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袁确保农民
工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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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黄桂风冤 7月 30日袁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从儋州市公安局获悉袁7
月 29日晚袁被儋州警方悬赏追逃的涉
黑涉恶逃犯陈某行在家属的陪同下袁
主动联系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遥此前袁另
一名目标逃犯符某弟已于本月 26日
到案遥至此袁儋州扫黑除恶追逃任务全
部野清零冶遥

陈某行袁男袁汉族袁1951 年 9 月 1
日出生袁儋州市新州镇黄玉村人袁因涉
嫌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被儋州
公安机关通缉遥 根据省扫黑除恶清零
攻坚战役誓师大会部署及野7窑16冶追逃
调度会议精神袁 儋州市公安局成立了

追逃工作专班袁以野深入摸排+悬赏通
告冶为主要手段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对陈某行发动全方位追逃遥
追逃的足迹遍布全省文昌尧 洋浦等多
个市县和地区袁 总共排查陈某行关系
人超 2000人次袁 张贴悬赏通告数万
份袁将逃犯悬赏金额由最初的 2万元袁
提升至 20万元遥

在警方强大的追逃震慑及有效的
劝投攻势下袁 陈某行残存的侥幸心理
被彻底击破遥7月 29日晚袁陈某行在其
儿子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遥

目前袁 陈某行已被儋州警方依法
采取强制措施袁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当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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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查明袁20 世纪 80 年代
末袁被告人黄鸿发与其兄黄鸿金尧黄鸿
明尧黄鸿波渊已死亡冤在其父黄应祥带
领下袁在昌江县逞强争霸尧打架斗殴遥
90年代起袁 黄氏家族通过开设赌场尧
盗采铁矿并拉拢恶势力尧 招揽社会闲
散人员尧组建打手队伍袁增强经济实力
和非法影响袁逐步形成以黄鸿发尧黄鸿
明尧黄应祥尧黄鸿金为组织者尧领导者
的黑社会组织遥通过强迫交易尧敲诈勒
索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大肆敛财袁

并以此成立若干经济实体遥 该组织利
用在当地的强势地位袁野以商养黑冶野以
黑护商冶袁通过上述经济实体牟取巨额
非法利益达 20余亿元袁用于支持组织
的运行尧发展遥

该组织及其成员共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多达 58起袁其中刑事犯罪达 53起袁
共造成 2人死亡尧3人重伤尧13人轻伤尧5
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遥为寻求非法保护袁
该组织以非法收益为饵袁引诱尧拉拢尧收
买当地多名党政机关尧 政法职能部门领

导干部为其充当野保护伞冶遥 该组织实施
的上述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了当地社
会生活秩序袁 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安全
感尧幸福感尧获得感袁严重毁损了当地自
然生态环境袁 严重破坏了昌江的政治生
态和当地公平尧有序的营商环境袁给当地
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不
良影响遥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月 10日作出一审判决袁依法判决
黄鸿发犯组织尧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尧故意伤害罪尧故意杀人罪尧非法持
有枪支弹药罪尧 行贿罪等 18项罪名袁
数罪并罚袁决定执行死刑袁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袁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遥
黄鸿发不服一审判决袁 向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袁 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依法并案开庭审理袁 维持了
一审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遥 该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并下达
了执行死刑命令遥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

死刑前袁 依法安排罪犯黄鸿发会见了
近亲属袁 充分保障了被执行罪犯的合
法权利遥
该案是海南建省以来袁 组织成员

最多尧盘踞时间最长尧攫取非法利益最
多尧社会影响最大尧社会高度关注的黑
社会性质犯罪案件遥黄鸿发组织尧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成功审结袁 维护了
海南昌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尧 和谐稳
定袁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遥

犯组织尧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尧故意伤害罪尧故意杀人罪等 18项罪名

昌江“黑老大”黄鸿发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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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刘晶晶冤 为助推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袁 全面提
升小区物业应急处置能力袁 确保辖区
火灾形势稳定袁7月 30日下午袁 昌江
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住建局组织辖区
物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开展消防安
全集中培训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野你
们看袁好好的水泥路袁就这样被压
坏了袁而且是被超载的 22轮 100
多吨拉钢筋的大货车压坏的袁甚
至有晚上袁 坑坑洼洼的路面还摔
伤过路人遥 冶7月 30日袁秀英区长
流镇居民李先生这样对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说遥就此问题袁记者采
访了长流镇城管中队负责协调交
警等部门联合执法的郑主任袁他
表示袁 最近确实接到了居民的投
诉袁下一步向镇政府汇报袁研究解
决的办法遥

7 月 30 日下午袁 商报记者
根据爆料袁来到长流镇海力路袁
确实看到有 22 轮 100 多吨的大
货车袁满载着钢筋从堆场出来遥
在与海力路交汇处的彤桂路
上袁 还停着 2 辆装满钢材的 22
轮大货车遥

一位在附近经商的女士说袁
这条水泥路袁 是被昼夜行驶的超
载车压坏的遥被压坏的路面袁一到

晚上袁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摔倒袁有
的还被摔伤袁 她每每听到路人的
埋怨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遥

爆料人李先生称袁这条水泥
路之所以破损严重袁是长期有超
载的大货车行驶袁 把一段段好
的水泥路袁 践踏成搓衣板路 袁
让附近的居民深受其害遥 他希
望相关部门对这一区域的超载
车辆进行严查严管袁不要让这里
的超载车肆意行驶遥

那么袁 对于这条破损严重的
水泥路如何去管遥 商报记者电话
采访了长流镇吴副镇长袁 他建议
找负责协调交警等部门执法的长
流城管中队郑主任遥

郑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袁他负责城管工作 11个月遥 最
近确实接到了市民就这条路存在
超载问题的投诉遥他表示袁就这一
问题袁他将向镇政府进行汇报袁之
后再拿出解决的办法遥

对于这条路存在的超载问
题袁本报也将继续跟踪报道遥

悬赏20万！儋州69岁涉黑涉恶逃犯自首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野我们的整治行动从 21时开
始袁 直至凌晨 1时袁 历时 4个小
时袁 共出动行政执法人员和公安
人员 30人冶袁 市交通港航行政执
法支队美兰大队大队长陈闻告诉
记者袁野针对机场 野网约车冶野黑车
野异地出租车冶等交通违法违规行
为以及扰乱公共秩序行为进行全
方位联合整治袁共检查网约车 83
辆袁查处线下揽客网约车 1辆曰检
查异地出租车 6辆袁 查处违规异
地出租车 2辆曰 查处非法营运黑
车 2辆冶遥
据了解袁 在查处一辆车牌号

为琼 F720XX的车辆时袁 司机拒
不配合现场执法人员的调查袁甚
至坐在地上百般抵赖遥 执法人员
在向车上的男乘客做现场笔录时
了解到袁 该乘客是从儋州乘该车
到达美兰机场袁 付给司机运费
200元遥 在美兰机场公安部门的

配合下袁乘客对该车进行了指认袁
在事实面前袁 司机无法再进行抵
赖袁承认了其非法营运的事实遥
据悉袁 此次整治行动是该支

队执法改革袁 刚并入海口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袁按照综合行政执法
局的部署袁 积极主动联合公安
部门开展的行动袁 当天晚上的
整治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遥 共
查处非法营运野黑车冶2 辆袁异地
出租违规经营 2辆袁 网约车线下
揽客 1辆遥
市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袁 积极推动联合执
法常态化袁转变野单打独斗冶的执
法模式袁是支队加强依法行政袁提
高执法效率的重要抓手遥 下一步
市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将继续
联合公安尧交警等执法部门袁查处
各类违法违规营运行为袁 创造一
个良好的交通运输经营环境遥

昌江多部门联合开展

物业管理人员
消防安全培训

涉嫌非法营运被查处
“黑车”司机坐地抵赖

百吨大货车昼夜穿行
长流镇这条路被压坏
市民希望政府部门严管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通
讯员 王南 摄影报道)商报
记者 7月 30日袁从海口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
航行政执法支队获悉袁该
支队刚完成执法改革袁便
打响了道路运输市场营
运秩序整治第一枪遥 29日
晚袁该支队组织了美兰执
法大队和客运执法大队 4
个中队的执法力量袁联合
美兰机场公安部门重拳
出击袁对美兰机场及周边
的道路运输秩序进行了
整治袁其中 2辆涉嫌非法
营运的私家车被查处遥

3男子街头斗殴
1人倒在血泊中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冤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袁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7月 30日对海南昌江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案首犯黄鸿发执行死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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