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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重拳出击

垄断海鲜市场攫取暴利

使用威胁手段强租土地

“海霸”梁槐终审获刑 25 年

本报讯 （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周
琦）4 月 14 日，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公开对上诉人梁槐等人涉黑案作出
终审宣判，裁定驳回梁槐等 33 人的上
诉，维持原审对其定罪量刑。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敲
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
意毁坏财物罪、诈骗罪、非法采矿罪、抢
劫罪、收购赃物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梁
槐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百零五万元，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剥夺
政治权利四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上世纪九十年
代中期起，梁槐纠集他人以未经工商注
册登记的“飞越公司”为名号，使用暴力
手段控制了江洪镇的螃蟹收购市场，并
逐步形成以其为首、成员众多、分工较清
晰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随后，该组
织又通过强制收购、强制定价，恐吓、驱
赶、殴打渔民和其他收购商等方式，
逐步
控制了江洪镇及附近海域、码头的海蜇、
海螺收购市场，
进一步扩大了势力范围，
并从中攫取了巨额非法利益。仅案发时
查获的该组织个别银行账户中，
涉及垄断
海鲜市场的非法收入就高达六千多万元。
2017 年，梁槐承包了某光伏发电
公司在江洪镇、河头镇光伏发电建设的
租地、青苗赔偿等项目，其指使该黑社
会组织成员强行租用村民土地、毁坏村
民农作物，
然后采用恐吓等方式，
强迫村
民同意租地和接受青苗赔偿。部分村民
因不满梁槐等人的行为而阻止项目施
工。为提高该组织的震慑力，以防止其
他村庄也出现阻止施工情况，梁槐纠集
包括该组织成员在内的 200 余名社会闲
散人员，无视公安民警及政府工作人员
的劝阻，对村民叫骂、威胁甚至殴打，引
发群体性事件，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梁槐及其组织成员还实施了强迫
他人交易，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无事生
非、随意殴打他人、任意损毁公私财物，
非法拘禁并殴打他人，故意毁坏他人财
物，诈骗国家扶贫资金，在未取得采矿
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海沙，抢劫他
人财物，明知是犯罪所得仍予以收购等
违法犯罪行为。
湛江中院认为，原审认定的主要事
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定罪准确，
量刑
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遂作出上述裁定。
上诉人亲属、市人大代表、媒体记
者等 80 余人旁听了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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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历史机遇主动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本报讯 （记者苏国松 张蔓莉）4 月
13 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工商联副主
席、湛江市工商联主席、广东金岭糖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水栖到湛江市遂溪
商会宣讲学习贯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激励商会各企业家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积极投身创新浪潮，抢抓历史机
遇，
主动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去。
林水栖认为，首先要深刻理解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战略意义，有利于增强湛江
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紧迫感，紧跟时
代步伐，与粤港澳大湾区同向而行，积极
主动、努力进取融合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推动湛江经济的振兴和腾飞。其次要
以湛江的优势包括区域位置、农业经济、
海洋经济以及旅游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为
基础，提高融合效率，促进湛江与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大融合。湛江要快速、广
泛深入地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
去，并取得成效，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企业的积极主动和
努力进取。
与会企业家纷纷表示，此次宣讲会令
大家备受鼓舞，大家要把握机遇主动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和广东沿海经济带建设中，
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徐闻和安突发强对流灾害天气

政府救助受伤群众
4 月 14 日，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对上诉人梁槐等人涉黑案作出终审宣判。 通讯员 赵华 摄

徐闻多部门联动开展普法宣传
本报讯 （通讯员邓斌）4 月 12 日
上午，由徐闻县政法委、司法局、普法
办牵头联合县扫黑除恶办、县禁毒办、
县国安办等部门在下桥镇联动开展普
法宣传系列活动。
这是徐闻县 2019 年大型普法宣
传活动的第一站。活动现场场面宏
大，群众踊跃参与。
此次宣传活动内容包括宪法、国
家安全、扫黑除恶、禁毒、反邪教等法

律法规。活动采取设置咨询台和宣传
足实际，创新普法理念、工作机制和方
展板、法律宣传车放映影像、悬挂宣传
式方法，以群众法律需求为导向，以提
标语、发放传单及宣传册、解答群众咨
高群众法治素养为目标，牢牢抓住“谁
询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宣传相关的法
执法谁普法”这个“牛鼻子”，促使各执
律法规。
法部门积极履行责任进行普法，使普
当天的活动现场共发放了各类
法工作由“独唱”变成部门联动奏响的
法律宣传材料 8500 余张，受教育群 “普法大合唱”。
众 4000 余 人 ，解 答 法 律 咨 询 200 余
本次的大型普法宣传活动从 4 月
人次。
中旬开始，将向徐闻县 15 个乡镇全面
据悉，2019 年徐闻县司法部门立
铺开，历时两个月。

本报讯 （记者赖寒霜 特约通讯员
谭总）4 月 13 日，徐闻县和安镇突发强对
流灾害性天气，造成该镇 5 名群众受伤。
徐闻县委县政府及时派员救助。
当天下午 2 时 30 分许，和安镇突发
强对流灾害性天气，圩区及冬松岛附近海
域刹时大风暴雨、电闪雷鸣。大风致和安
镇政府院内一栋宿舍楼的一处玻璃破碎
后划伤 5 名群众。
接报后，徐闻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
指示和安镇党委、政府立即组织干部进行
抢救，并委派 2 名县领导率卫生健康、应
急、民政、财保等部门赶赴和安镇处理相
关善后工作。目前，5 名受伤群众已从和
安镇卫生院转移到徐闻县人民医院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新版《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
条例》规定

市区禁养家畜家禽

廉江 3090 条自然村完成人居环境整治
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讯 （记者赖寒霜 通讯员张思
燕）日前，记者从廉江市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脱贫攻坚推进会上获悉，该市人居环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递正能量

老人高速突发急病
路政人员爱心助力
本报讯 （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向菡）
4 月 12 日，一名老人作完手术后返家，高
速路上突然感觉不适，又遇到车辆发生故
障。正当当事人很着急时，省高速湛江分
公司沙坡路政中队紧急援助，帮助该老人
顺利被送往医院救治。
当日下午 17 时许，在湛徐高速往广
州方向城月收费站匝道处，一名男子看
到例常巡查的沙坡路政中队路政员时，
迎面呼喊着飞奔而来，
“ 我的车突然故障
了，怎么都启动不了，我的爸爸刚动完大
手术不久，他现在在车上感动不舒服，求
求你们帮帮我！”原来，该男子姓王，老家
在哈尔滨，一家人自驾到海南游玩，期间
王先生的父亲突发疾病，紧急送往医院
抢救并动了一次大手术。由于刚动完手
术的父亲不能乘坐飞机，王先生便带着刚
脱离危险的父亲自驾回老家，以便作进一
步治疗，没料到刚上高速不久父亲便觉得
不舒服，
车子又突然发生故障。
路政人员立刻联系高速监控及 120
指挥中心并说明现场具体情况后，悉心安
抚王先生与老人的情绪。由于车内老人
刚做完手术不能轻易移动，同时为了让车
内的病人能得到最快的救治，路政员合力
将车推出收费站，缩短救护车进入收费站
后掉头的５公里路程。路政人员联系救
护车告知最新情况，并指导救护车顺利与
王先生的车辆汇合。
“太谢谢你们了！幸亏遇到了你们，
不然人生地不熟，我都不知道要停留在那
多久……”王先生连声致谢。

境整治水平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持续发
力，目前该市有 3090 条自然村完成人居
环境整治，完成率达 81.4％；该市实现脱
贫人口 14595 户 32064 人，占贫困人口总
数的 79.49％。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湛江市关于加
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脱贫攻坚工作的
决策部署，廉江市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出台一系列相关文件，真抓实干，人居

环境和脱贫攻坚有力度。该市贫困村创
建新农村示范村和省级新农村示范片项
目申报总数 1662 个，已通过审批项目数
1511 个，项目审批进度 90.9％，1179 个建
设项目已完工。
在开展全域“三清三拆三整治”环境
整治任务中，廉江市 350 个行政村 3795
条自然村均启动“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
启动率 100％。养猪场整治加快，该市印

发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制
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完成对辖区
内 20 头猪当量以上 7000 多户畜禽养殖
户摸底调查，目前拆除 103 家九洲江及其
支流沿岸 200 米内的养猪场。
脱贫攻坚上，
廉江市实施扶贫项目514
个，
总投资额60873.6771万元，
其中资产收
益类项目 363 个，产业扶贫类项目 117 个，
公益基建类项目31个，
技能培训项目3个。

湛江首次集中同庭审理认罪
认罚从 宽 速 裁 程 序 案 开 庭
四宗案件庭审仅 10 分钟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4 月 12 日，
赤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黄某某
危险驾驶案、冯某某危险驾驶案、何某
某危险驾驶案、符某某盗窃案在赤坎区
人民法院（四案同庭）集中公开开庭审
理。公诉人提出精准量刑建议，赤坎区
人民法院采纳了量刑建议并当庭宣
判。四名被告人服从判决，不上诉。整
个庭审精简、流畅，从宣布开庭到宣判
结束仅用时 10 分钟。
经查，被告人黄某某醉酒后驾驶轻
型普通货车沿湛江市赤坎区人民大道
从北往南方向行驶至百仕德酒店路段，
被执勤民警查获；被告人何某某醉酒后
驾驶小轿车沿湛江市赤坎区椹川大道
从南往北行驶至文保村附近路段，被民
警查获；被告人冯某某无驾驶资格证，
醉酒后驾驶小轿车沿赤坎区海滨大道
从南往北方向行驶至喜来登酒店附近
路段，被民警查获；被告人符某某在被
害人家中留宿，趁无人之机，盗走被害
人现金及首饰价值共计 9208.61 元，案
发后符某某赔偿了被害人损失并取得
被害人谅解。上述被告人无犯罪前科，
且无赌博及吸毒等恶习。
庭 前 ，承 办 检 察 官 经 详 细 阅 卷 审
查后，认为上述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且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
罪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自愿认罪并
接受处罚，符合认罪认罚制度和速裁
程序的适用条件。检察官在讯问时，

告知被告人认罪认罚相关法律规定及
法律后果，被告人同意检察官提出的
量刑幅度和适用速裁程序，在律师的
见 证 下 ，被 告 人 签 署 了《认 罪 认 罚 具
结 书》。 检 察 官 根 据 具 体 案 情 ，综 合
被 告 人 的 法 定 、酌 定 情 节 ，作 出 精 准
量刑建议。
据悉，自 2018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新修订之后，上述四
宗案件是湛江市赤坎区首例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速裁程序案件，也是湛江市首
次以集中开庭的方式公开判决的认罪
认罚从宽速裁程序案件。适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能优化司法资
源配置，及时有效惩治犯罪，落实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

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适用速裁程序：
（一）被告人
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
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的；
（二）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
（三）案
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四）共同犯罪案
件中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
名、量刑建议或者适用速裁程序有异议
的；
（五）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
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
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
（六）其他不
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
此次集中审理的四件案件中，被告
人黄某某、冯某某、何某某的行为构成
危险驾驶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应当被判
处拘役，并处罚金。被告人符某某的行
检察官释法:
为构成盗窃罪，盗窃数额较大，根据《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
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
规定，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四名
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
被告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
理。
条规定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
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
刑罚”的规定。经审查，案件事实清楚，
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
证据确实、充分，且在审查起诉阶段，四
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名被告人在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认
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
罪认罚且同意适用速裁程序。本案并
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
无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
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 “不适用速裁程序”的六种情形，故检察
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
机关建议审判机关适用速裁程序审理
程序。
本案。

本报讯 （记者林宇云 通讯员陈文
水）新修订的《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此轮修
订《条例》从原来的 33 条增加至 73 条，充
实了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内涵，扩展了环
境卫生、病媒生物防制、厕所建设管理、吸
烟控制、健康促进与教育等相关内容。
《条例》对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作了详
细要求，强调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室内外
清洁卫生，
完善防鼠、
防蝇、
防蚊、
防蟑螂设
施，及时清除积水、垃圾，密封粪池并定期
清理，
消除病媒生物及其孳生条件，
将病媒
生物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内。
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主管
部门或者政府指定的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的，
对单位处五百元以
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住户处五十元以上
一百元以下罚款。对未建立卫生管理制
度、
确定责任人或者配备卫生设施，
室内外
环境卫生未达到规定标准的，由县级以上
负责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工作的主管部门或
者政府指定的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的，
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条例》明确规定，除因教学、科研以
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外，城市市区内禁
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
饲养家禽家畜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由
县级以上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工作的主管
部门或者委托的单位，责令其限期处理或
者予以没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
罚款。对携带未免疫饲养动物外出的，未
及时清理动物粪便等排泄物，污染市容环
境卫生等行为都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雷州覃斗镇
禁毒宣传进乡村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日前，雷州市
覃斗镇组织覃斗派出所、覃斗文化站等部
门，在英岭村举行禁毒宣传活动，激发群
众参与禁毒工作，全面提升人民群众识
毒、防毒、拒毒意识。
当天，禁毒工作人员出动宣传车，到
英岭行政村各自然村开展巡游活动，传递
禁毒知识，共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1500
余份，营造了禁毒宣传良好的氛围。

中国禁毒微信
公众号二维码

广东禁毒微信
公众号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