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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有奖
提供一般新闻线索奖励20-1000元，
重大新闻线索奖金不封顶

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 李君 律师

五指山
“月亮帮”涉黑团伙案一审宣判，37 人领刑

黑老大涉 12 宗罪获刑 25 年
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上世纪
90 年代，被告人黄某某等人在五指
山市陆续加入以蔡某某（另案处理）
为首的“黑鬼帮”，2001 年因蔡某某
被砍伤，该帮人员随之解散。2005
年，黄某某返回五指山市，重新纠集
社会闲散人员及番茅村宗族势力，通
过实施强迫交易、故意伤害、聚众斗
殴等犯罪活动，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
模的组织。2010 年前后，被告人梁
某某、王某某等人相继加入该组织，
并陆续吸纳了五指山市一批无业青
年、在校和辍学学生，形成以黄某某、
梁某某为头目，成员有 40 余人，骨干
成员较为固定、层级分明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
号称
“月亮帮”
。
该组织以非法持有的仿制和改
装枪支、砍刀等为工具，大肆实施聚
众斗殴、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犯罪
活动，利用组织恶名和势力在五指山
市新市场一带开设赌场，通过采取暴
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对按摩店、商铺
索取“保护费”、替人追债，插手五指
山市新市场拆迁工程，非法控制五指

本报讯 9 月 30 日，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对以黄某某为
首的“月亮帮”37 人涉嫌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强迫交易等犯罪一案提起公诉，11 月 21 日至
25 日，该案在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昨日，一审
宣判，
“ 月亮帮”头目黄某某获有期徒刑 25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15 万元，罚金 25 万元；
头目梁某某获有期
徒刑 23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12 万元，罚金
23 万元；
其他 35 名成员分别获有期徒刑 1 年至 20 年不等，
罚金分
别为3000 元至8万元不等。
记者 畅凯 通讯员 林月 文/图

山市加气砖市场、吊车市场，非法获
取巨额利益，严重扰乱当地的经济、
社会秩序。公诉机关认为，黄某某、
梁某某作为组织者、领导者，应当按
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据了解，该案涉及黑社会组织成
员多达40余人，
涉及违法犯罪事实59
起，
涉及罪名 13 个。侦查机关专案组
经过长达一年侦查，
形成卷宗材料200
余本，
公诉机关起诉书长达100页。
海南一中院经审理，以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
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聚众斗殴
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持
有枪支、弹药罪、强迫交易罪、窝藏
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拘禁罪等
12 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主犯黄某
某有期徒刑 25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和罚金；其他
被告人梁某某等 36 人分别以上述部
分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23 年至 1 年
缓刑 2 年不等，部分被告人并处没收
个人财产和罚金。

省一中院开庭审理涉黑团伙
“月亮帮
月亮帮”
”

男子废弃板房里非法制造炸药

万宁警方查扣疑似爆炸物

90 余公斤
本报讯 近日，万宁边防支队东澳边
防派出所在辖区新群村查处一非法制造
爆炸物窝点，查扣疑似爆炸物 90 余公
斤，
当场抓获非法制爆嫌疑人一名。
据万宁警方透露，12 月 20 日 19 时
许，该所民警巡逻至新群村委会开元矿
业公司附近时，发现前方废弃的活动板
房内有微弱灯光，巡逻民警随即到光源
处查看情况。探查中民警发现一名身穿
黑色上衣的男子正在制造疑似爆炸物，
遂立即将其抓获，当场查扣疑似爆炸物
29 包。经查，扣押的疑似爆炸物品中，
含成品硝酸铵炸药净重 67.135 公斤、乳
化炸药净重 1 公斤、29 枚雷管、29 条导
火索以及制爆原料 25.2 公斤。
据了解，该男子系东澳镇新群村人，
打算制造炸药作捕鱼之用，而这批炸药
尚未使用。目前，涉案嫌疑人刘某真已
被依法处理，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 刘柯娜 通讯员 李建龙 李会东

火了！火了！这样的 100 元可以兑换一箱茅台镇华台酒

全城寻找百元豹子号、连号钞
中国酒都——茅台镇

2017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 月 4 日，市民凭三位相同号百元钞
（例：111、000、999、666 前、中、后都行）；顺子号或 AABB、ABAB 号
的百元钞一张 （例：234、678、654、432、3355、6767 前、中、后都
行），即可到海南特区报社 （龙昆南路汇隆广场 3 单元 4 楼），现场兑换价
值 2388 元的茅台镇华台酒一箱 （52 度，500 毫升，6 瓶），有多少张这样
的钱，就可以换多少箱这样的酒，让你一次兑个够！

认购电话：17608930950
100 元
兑换一箱

好水、
好粮、酿好酒！土坛、
土坊、
藏老洞！
贵州茅台镇为“中国第一酒镇”，是
中国白酒的核心基地。茅台镇独特的地
理地貌、优良的水质、特殊的土壤及亚
热带气候是白酒酿造的绝好天然环境，
原浆洞藏酒的品质与其产地气候密切相
关，这是其不可克隆的主要原因。也是
能酿造出好酒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
茅台镇才奠定了中国千年酒文化中心的
卓越地位。

厂家只为推广，您可尽得实惠！

仅限兑 2000 箱
兑完为止

兑换地址

活动时间：
2017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 月 4 日
海口：海南日报社南门红楼（金盘建设路）
海南特区报社（龙昆南路汇隆广场3单元4楼）
千方药品超市（琼山区大圆路125号魅力100对面）
文昌：南山药行（公园池塘旁）
琼海：广安大药堂第七超市（元亨街基本点对面）

陵水：万康园药店（富陵路）
万宁：百年华康药店（红专街市政府对面）
千剂民康药店（红专街市政府对面）
定安：新科药店（江南二路中段）
屯昌：医药公司第二门市（新建三路）

东方：快九通爱民药店（解放西路42号第一市场旁）
儋州：万方医药商场（解放南路 211 号天桥南 50 米）
昌江：仁和药店（公路局楼下）
澄迈：东联大药房（金江镇政府斜对面）
三亚：健寿堂药店（红旗街 82 号）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