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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省民
政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倪陈兴严重违纪被开
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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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受贿犯罪被“双开”
日前，省纪委对省民政厅原党组成员、副厅
长倪陈兴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
查，倪陈兴在担任省林业局、省林业厅、省民政
厅等单位有关领导职务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退耕

还林指标、拥军慰问品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
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倪陈兴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无视党纪党规，
理想信念丧失，法律观念淡薄，严重违反了党的
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

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等有关规定，经海南省纪委省监委会议研
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倪陈兴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司法机关正在
依法处理。

白沙原副县长何秋香严重违纪被“双开”
□记者 畅凯
本报讯 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对白沙黎
族自治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何秋香严重违
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何秋香违反政治纪律，在组织审查期

间，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在担任白沙农
场场长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个人决定
并安排他人用公款购买茶叶送礼；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
收受他人财物，
涉嫌受贿犯罪。
何秋香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

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
且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仍不
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海南省纪
委省监委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何秋
香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
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定安政协原副主席莫汉博严重违纪被“双开”
□记者 畅凯
本报讯 日前，省纪委对定安县政协原党组
成员、副主席莫汉博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莫汉博在担任定安县副县长、县政协

副主席及兼任定城镇党委书记期间，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
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
贿犯罪。莫汉博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在受处分
期间仍收受他人财物，完全丧失了一名领导干

海口市纪委通报 1 月份
12345 热线办件问责情况

14人次被问责

□记者 苏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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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政厅原副厅长倪陈兴

利用职务便利，在
工程项目、退耕还林指
标、拥军慰问品采购等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他人财物
□记者 畅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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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海口市纪委通报了 1 月份 12345 热线
办件问责情况。1 月份 12345 热线共受理办件 136245
件。针对环境污染、道路维修、违章建筑等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重点督办 26 件，对其中处置措施不力、拖延办
理等 10 个办件问责处理 14 人次（谈话提醒 7 人次、责令
书面检查 3 人次、通报批评 2 人次、诫勉谈话 2 人次），1
个部门被通报批评。
据悉，
督办问责典型问题主要包括：
1.龙华区国贸路时代广场附近存在占道经营的问
题。龙华区金贸街道城管中队未采取有效整治措施，
拖延
办理，消极应对“双创”反弹问题。该城管中队中队长周
敏受到
“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
问责，
副中队长洪明武
受到
“诫勉谈话”
问责。
2.美兰区和平大道与海甸六东路交叉口处施工期
过长的问题。美兰区住建局工作推进不力，监督协调不
到位，导致该路段工期过长且施工现场杂乱，严重影响
市民交通出行。该局路政办项目负责人陈功威受到“通
报批评”
问责。
3.秀英区紫园路恩祥王府井生活广场餐饮店乱排
油烟的问题。秀英区海秀街道工委会未认真履行监管
及跟踪落实职责，致使该广场在多个整改期内均整改不
到位，造成市民反复投诉。该街道城管中队海口港社区
城管组组长陈勇受到
“责令书面检查”
问责。
4.龙华区海秀东路“呱呱叫”火锅店存在出店经营
的问题。龙华区城管执法大队特勤中队监管不力，跟踪
落实不到位，致使办件未得到及时有效处理。该中队
12345 热线办件负责人王标受到“诫勉谈话”问责，队员
刘亚冰被
“谈话提醒”。
5.南大桥入国兴大道快速路匝道处坑洼路段未及
时修复的问题。市城建集团监管的北京新颐公司未在
承诺期内进行修复，办事拖延。市城建集团海秀快速路
项目部受到“通报批评”问责，项目部负责人唐才焜被
“谈话提醒”。

部的党性原则，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且在党的
十八大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
严重。经省纪委省监委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
准，决定给予莫汉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其涉嫌犯罪问题，
司法机关正在依法处理。

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
副处长黄宏溪严重违纪

开除党籍
行政撤职

□记者 畅凯

本报讯 日前，省纪委对省民政厅区
划地名处副处长黄宏溪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黄宏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救灾物资采
购、工程项目招投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
索取、收受他人财物。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经海南省纪委省监委会议研
究，决定给予黄宏溪开除党籍、行政撤职
处分，降为科员级非领导职务；收缴其违
纪所得。

海口美兰区法院昨公开宣判一起寻衅滋事案，
主犯获刑 5 年

打响我省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枪”
□记者 吴兴 通讯员 王倩 赵庆春

陈某龙、钟某鼎、钟某俊等人回到附近的公
寓手持砍刀、
“ 山猪炮”等返回某酒吧进行
本报讯 今年 24 岁的陈某龙是万宁人， 报复。冯某兴（已判刑）和钟某鼎各持一枚
从 2016 年 8 月起，陈某龙纠集钟某鼎、钟 “山猪炮”点燃向酒吧门口丢掷，导致酒吧
玻璃门窗被炸裂。
某俊等人在海口市蓝天路某酒吧门前违规
2016 年 9 月 22 日凌晨 2 时许，陈某龙
圈地收取电动车停车费。同年 9 月至
等人与其他人因占领停车场收费地盘发生
2017 年 3 月期间，陈某龙纠集薛某锦、文
纠纷，双方在海口蓝天路某公寓楼下约好
某斌等十余人在蓝天路酒吧一条街附近多
聚众斗殴。因对方打不过陈某龙一伙人就
次起哄闹事、持镰刀恐吓追逐拦截他人、违
开始撤离，陈某龙、薛某锦等人持刀追逐对
规圈地非法强收停车费、用“山猪炮”任意
方，用长镰刀打砸对方占领的停车场上的
损毁他人财物。根据省高院、海口中院的
电动车数辆以泄愤。
统一部署，昨日，美兰区法院对陈某龙等人
2017 年 3 月 26 日凌晨 3 时许，卓某兴
寻衅滋事案进行公开宣判，打响了我省法
（已判刑）和文某胜（已判刑）在海口蓝天路
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第一枪”
。
某酒吧喝酒时，同酒吧保安发生冲突，卓某
2016 年 9 月 17 日凌晨 2 时许，陈某
兴等人相继离开后便商议，等酒吧打烊后
龙、钟某鼎（已判刑）、钟某俊（已判刑）等人
再进行报复。随后，陈某龙伙同薛某锦等
到海口某酒吧喝酒，其间与其他客人发生
冲突。保安随后将陈某龙等人赶出酒吧。 十余人持长刀、长棍、石头等器械在蓝天路

某酒吧后门追逐、拦截保安。保安报警后，
陈某龙等人逃离现场。
2017 年 3 月 28 日，陈某龙、薛某锦、文
某斌被公安机关抓获。
昨日上午，
美兰区法院对被告人陈某龙
等人寻衅滋事案进行公开宣判。以寻衅滋
事罪判处被告陈某龙有期徒刑五年、
薛某锦
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
被告文某斌寻衅滋事
罪、盗窃罪两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宣判后，薛某锦、文某斌均表示不上
诉，
陈某龙则称考虑后才决定是否上诉。
据了解，该案系我省法院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以来判处的第一例涉恶势力犯
罪案件，体现了我省法院依法打击涉黑恶
犯罪的坚定决心。该案的公开宣判，彰显
了美兰法院勇于担当、敢于亮剑的坚强意
志和坚定决心，标志着美兰法院吹响了严
惩黑恶势力犯罪的冲锋号角。

正宗椰树牌椰汁，
百姓与元首共享的饮料
去年 9 月上旬，金砖国家领导人在美
丽的鹭岛举行会晤。椰树牌椰汁有幸被列
为金砖会议指定饮料，让国内外贵宾品尝
领略中国名牌饮料的品质和神韵。椰树牌
椰汁是百姓与元首共享的名牌饮料。
椰树牌椰汁以海南盛产的椰子为原
料，采用独有的专利技术、先进工艺精制
而成，是一种不加香精、激素、糖精、防腐
剂且不含胆固醇的天然植物蛋白饮料。
椰树牌椰汁富含蛋白质、多种氨基酸和

锌、铁、钙、锰等元素，具有醇厚的天然椰
香味，口感柔和、甜度适中，面世以来深受
国内外消费者的欢迎和好评。优秀品
质+金牌口碑，使得椰树牌椰汁一次次登
上国事活动的大雅之堂，继而在金砖盛会
上绽放光彩。
据介绍，椰树牌椰汁从 1987 年在世界
上首创成功至今，30 年来健步前行、蓬勃
发展。早在 1991 年 10 月就荣登大雅之
堂，并频频亮相于各类国事活动。这是产

品质量过硬的证明，也是百姓与元首共享
的理由。
在椰树牌椰汁之后，椰树天然矿泉水、
天然芒果汁和火山岩矿泉水也相继亮相于
各类国事活动。其中椰树牌火山岩矿泉
水，先后荣获中国饮料工业协会评定的“中
国名优饮料”称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授予
“产品质量免检”
证书。
大品牌，有保障！健康饮品，健康生
活！买椰汁认准正宗椰树牌，
肯定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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