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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 9日讯 （记者郭
萃）5月9日，海口首例妨害公共交
通安全驾驶案宣判，掌掴公交车驾
驶员的女乘客获刑4年。海南日报
记者还从海口公交集团了解到，为
保障公交驾驶员的人身安全，到
2020年底前全市所有公交车都将安
装上安全防护门。

“以往运营中也经常会遇到乘
客辱骂司机的现象，我们一般都默不
作声，避免激化矛盾，但心里肯定委
屈。”海口公交集团29路驾驶员符儒
蒋坦言道。在海口公交集团夜3路
驾驶员刘筱杰看来，“此次案件的宣
判无疑是对部分乘客的警醒，作为公
交车司机也觉得吃了一颗定心丸。”

“公交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精
神要保持高度集中，如果遇到乘客妨
碍而分神极易诱发重大交通事故，威
胁公共安全。”海口公交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每个人都能从这个案
件中吸取教训，充分认识到妨害公共
交通安全行为的严重性、危害性和违
法性，控制自己的情绪，共同维护公
共交通安全。

“公交车驾驶员人身安全一直是
我们非常注重的问题。”海口公交集团
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1
月13日，海口在300辆新投放的新能
源公交车上全部安装了安全防护门。

在近4个月的使用过程中，新安
装的安全防护门不仅有效保护了公

交司机的人身安全，也得到了市民游
客的认可。

在新投入运营的1路公交车上，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司机驾驶室的玻
璃防护门总体高度约1.5米，将驾驶
区域与外部空间隔离开来，非驾驶人
员很难从外面碰触到方向盘。此外，
防护门的门锁是旋钮式，可以从内往
外打开。

据了解，目前全市还有1000多
辆公交车未安装安全防护门。“我们
正在进行摸查，到2020年底前保证
全市所有车辆都安装上。”海口公交
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对全
部车辆进行测算和统计，确保按时完
成所有车辆的安装。

本报海口5月9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王倩）5月9日上午，女乘客陈
某荣掌掴海口30路公交车司机一案在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作出
一审判决，判决陈某荣犯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27日
12时30分许，陈某荣在海口市港澳
开发区登上了一辆30路公交车准备
前往海口西站。该车驾驶员为海口
公交集团公司司机符某明，陈某荣上
车后因车费问题和符某明发生了争
执，当车行驶至海口西站时符某明提
醒陈某荣下车，陈某荣没有理会。约
13时50分许，该车行驶至海甸岛五
西路万福新村附近时，陈某荣来到驾
驶座旁边质问符某明耽误其时间，并
将驾驶座上方悬挂的一面国旗扯下
扔在地上。符某明要求陈某荣把国

旗捡起来，陈某荣在车辆仍在行驶过
程中用手朝符某明的左侧脸上打了
一巴掌，符某明立刻采取制动措施将
车停稳后报警，并关闭车门等候公安
民警将陈某荣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荣无视
国法、不顾公共安全，殴打正在行驶
过程中的公交车的驾驶员，其行为
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女乘客掌掴海口公交司机一审判4年

明年底前海口所有公交车将安装防护门以案说法

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喻学林表示，殴打公交车司机的行为可
以被追究与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相对应的刑事责任，对于此类行为，
可以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肇事
者的刑事责任。如司机本人受到人身损害，则可追究肇事者的民事责
任;如果公交公司的车辆受损，公交公司也可以依法要求肇事者赔偿相
应的损失。

在本案中，法院经审理判定肇事者陈某荣无视国法、不顾公共安
全，殴打正在行驶过程中的公交车的驾驶员，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范围内判
处4年有期徒刑。 （邓海宁 辑）

殴打公交车司机
属于何种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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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5 月 9 日讯 （记 者
金昌波）建“三龙会”微信群，多次
召集成员寻衅滋事、聚众斗殴，近
日由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冯功鸟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作
出一审判决，冯功鸟等 4 人被判
刑。日前，该院召开“严厉打击黑
恶势力犯罪，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案
件情况。

该案是琼山区检察院办理的一
起典型涉黑涉恶案件。检察机关指
控：2017年12月起，被告人冯功鸟
等人成立“三龙会”微信群，以冯功
鸟为群主，群员涉及海口市龙塘镇、
龙桥镇、龙泉镇200余人。群主冯

功鸟多次召集“三龙会”成员被告人
刘焕瑚、朱才风等多人在海口市琼
山区府城地区的酒吧进行闹事、打
人、打砸财物，造成财物损失4万多
元；还通过“三龙会”微信群纠集被
告人刘焕良等十几人持器械实施
聚众斗殴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破
坏社会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
影响。

近日，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对冯功鸟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作出判
决：以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判
处被告人冯功鸟有期徒刑15年，以
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朱才风有期
徒刑 5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
人刘焕瑚有期徒刑5年，以聚众斗殴

罪判处被告人刘焕良有期徒刑5年。
据悉，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以来，琼山区检察院充分发挥检
察职能作用积极投入专项斗争，采
取“捕诉一体”办案模式，共受理公
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涉黑涉恶案
件 9 件 46 人，受理移送起诉涉黑
涉恶案件 13件 64人。其中，我省
首起“套路贷”涉黑案件由该院批
捕，报送海口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海口中院对赵建灏等18名被告人
依法公开宣判，首要分子赵建灏
被判处有期徒刑 22年，其他 17名
被告人被判处 2年至 20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
惩罚。

海口冯功鸟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一审判决

建微信群约架滋事 4人获刑5年至15年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定城 5月 9日电 （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5月9日，定安县人
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涉恶团伙犯罪案
件，指控被告人杜某洁、陈某裕等11
人所组成的犯罪团伙涉嫌敲诈勒索、
非法持有枪支、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
多项罪名。庭审当天结束并宣布休
庭，案件将择期宣判。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杜某洁、陈
某裕等人长期以喝酒、吃饭等形式纠
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定安
县定城镇一带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
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
的社会影响。

经庭审查明，杜某洁于2012年购
买一支仿64式手枪，并长期随身携带。

2014年和2015年期间，杜某洁以各种
借口多次威胁敲诈定城镇某酒行现金
数万元。2016年，杜某洁指使陈某裕
等人在定城镇某酒吧进行打砸。2017
年10月14日晚至15日凌晨，该团伙成
员岑某泓等人又借机在酒吧打砸，随后
又将酒吧股东李某涛捅伤至重伤二级。

公诉机关认为，以杜某洁为首的
涉恶团伙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
威胁等手段实施了多起违法犯罪活
动，扰乱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社会
影响十分恶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
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
的指导意见》第14条规定的恶势力认
定情形，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

欺压百姓、非法持有枪支……

定安这个恶势力团伙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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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椰子王国获批
3A级旅游景区
我省A级旅游景区增至54家

本报海口5月9日讯（记者赵优 李佳飞 特
约记者黄良策 通讯员谢琛）海南省旅游资源规划
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5月9日发布公告，文昌市
春光椰子王国达到3A级旅游景区标准的要求，
批准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截至目前，我省A
级旅游景区已增至54家。

公告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7775-
2003）与《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经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推荐，海南省
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组织评定，文
昌市春光椰子王国达到3A级旅游景区标准的要
求，批准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春光椰子王国由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投
资，以春光椰子系列食品加工生产为主要旅游资
源，挖掘食品生产工业中的观赏性、游憩性和趣
味性。

截至目前，我省A级旅游景区已达到54家，
其中5A级旅游景区6家、4A级旅游景区17家、
3A级旅游景区23家、2A级旅游景区8家。

助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现代琼剧《日照大园》
昌江上演

本报石碌5月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李科爽）5月7日晚，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的文
化广场人头攒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琼剧《日
照大园》正在上演，演出借助群众乐于接受的方
式，既提高了大家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知
晓率和支持率，也增加了大家的参与度。

据介绍，为发挥民间艺术传播作用，助力扫黑
除恶专项行动，省精英青年琼剧团专门组织创排
了琼剧《日照大园》，并在全省各市县进行巡回演
出。该剧主要讲述了某市后山镇大园村原村委会
主任黄仁方年事已高，主动向组织荐贤让位，并推
荐人品正、有能力、口碑好的大学毕业生党员苏文
轩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不料苏文轩遭遇在其位
不谋其政的村委会副主任高之贵纠结黑恶势力威
胁、殴打，幸得公安部门介入调查、顺滕摸瓜，及时
发现并摧毁了这股黑恶势力，确保了该村委会补
选工作得以公开、公平、公正进行，最终也选出了
村民们认可的好“村官”。

据悉,自今年初成功打掉以黄鸿发为首
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以来，昌江不断推动扫
黑除恶斗争往纵深发展，清理了一批黑恶势力

“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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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安全日益凸显的今
天，为了保证每一道上桌的菜品
不仅美味可口，更要健康安全，
坐落在海口市西海岸假日海滩
的欢乐海岸美食联盟在其各项
软硬件上下足了功夫，从原材料
的准备、生产加工的品控，以及
成品检验，每一个环节全程一丝
不苟。欢乐海岸美食联盟只有
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用自己的
质量和品质，成为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餐饮领域的新标杆。

本次食品安全季活动自4
月1日起至6月30日，欢乐海岸
美食联盟与秀英区食品药品监
督局联合规划监控，全产业链、
全过程采取从源头控制食品安
全。该项活动是欢乐海岸美食
联盟的一项重点工作，将被列为
常态化的工作进行开展。

欢乐海岸美食联盟推行全产业链食品安全管理模式

多重把关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

不少企业提出了“从农田到餐
桌”一条全产业链的战略模式，希望
通过企业的自检自查、严防严控来
全程保证食品的安全。而欢乐海岸
美食联盟则是这少数能够以“美食
供应商”的身份来实现全产业链的
企业。欢乐海岸美食联盟的决策者

们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决定食品
质量安全的问题取决于从“农田”到

“餐桌”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食品安
全质量的控制贯穿整个食品供应
链。为了每一份端上餐桌的菜品更
安全，欢乐海岸美食联盟不仅在“世
界长寿之乡”——澄迈县桥头镇用

心打造了5000亩的食材基地，并组
织了一个由20多艘千吨级渔船组成
的专业捕捞船团队。欢乐海岸用实
际行动保证每一种食材的安全。欢
乐海岸美食联盟原生态食材基地希
望能够将安全、健康的食材端上您
的餐桌。

全产业链确保食材安全

不仅选材力求新鲜，运输时确保
时效，制作前体系严控，欢乐海岸美食
联盟还建立了完善的可溯食品安全保
障体系，做到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确
保食品安全监管。欢乐海岸的每一份
食材都会通过HACCP、SC、ISO等质
量体系严格监控，保证食品健康、安
全。上桌即是美味，入口吃得放心！
对于把控原材料品质，生产监督部门
拥有话语权，而决定是否能够使用的
检验标准则取决于能否通过欢乐海岸
美食联盟品控组的考核。品控组有权

对所有生产用物料的供应商采用标准
质量体系进行质量评估，并对质量评
估不符合要求的供应商行使否决权。
对所选用物料的确定则会综合考虑企
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风险、物料用量
以及物料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等因
素。而包括企业法人代表、企业负责
人及其他部门的人员都无权干扰或妨
碍品控组对物料供应商独立做出质量
评估。

欢乐海岸美食联盟自开业以来就
配备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专职

专岗，每日对食品部门进行安全检查，
并设立专项绩效考核，对涉及人及部
分负责人进行监督。

“每一道从这里走出去的菜品都
必须保证安全”，这是欢乐海岸美食联
盟对消费者的郑重承诺。欢乐海岸的
工作人员们只有一个心愿：“让每一个
来到欢乐海岸美食联盟的人安心地享
受美食。”

本文策划/撰稿 郭海霞
图片由海南新宝岛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提供

严格品控监管美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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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海南自贸区建设

太平洋产险海南分公司
对员工进行英语培训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陈思）为落实
《海南省全面提升公民外语水平行动方案》，太平
洋产险海南分公司商务英语培训班应运而生。截
至5月9日，培训班已进行了24周。

2018年 9月，太平洋产险海南分公司委托
相关专业机构根据公司业务结构及员工知识情
况制定定制化英语技能培训课程。经过为期2
个月的课程调研与人员甄选，2018年11月初，
太平洋产险海南分公司第一期商务英语培训班
开班授课。

太平洋产险海南分公司是海南金融行业首
家针对员工进行系统性英语学习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