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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游客乘海口市游 2 公交车

遗落挎包失而复得

赞海口“公交人”让他温暖 并称以后还会常来海南玩

乘客认领挎包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讯（记者 王小畅
通讯员 谢勇思 文\图）16 日，来自北京的游
客姜先生在海口市游 2 公交车调度室认领
回自己遗落的挎包，激动地握住司机手道
谢，称赞海口“公交人”让他感受到温
暖，“以后还会常来海南玩”
。
据了解，15 日下午，海口公交集团公
交总公司游 2 线公交驾驶员符奋运营结束
对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车厢内有一乘客
遗落的棕色跨包，符奋立即将跨包交由线
长王茂光处理。
王茂光在调度室内将跨包内物品取
出，经过清点，包内共有现金 3300 元、行
驶证一张、钱包一个、银行卡 3 张、证件
和其它个人物品。由于包内没有失主的联
系方式，为了尽快找到失主，王茂光立即
将情况上报公司。工作人员从包内的名片

开始着手，逐一拨打电话进行问询，并寻
求交警部门的帮助，希望能从驾驶证中找
到失主的联系方式。
16 日上午，就在大家还在苦思寻找失
主办法时，失主姜先生致电王茂光，说明
一事。原来，15 日当天，来自北京的游客
姜先生带着一家老小在海口野生动物园游
玩后，搭乘游 2 公交车返回市内，由于车
上孩子睡着，自己将挎包给孩子当了枕
头，在下车后便将挎包忘在车上在调度室
后，姜先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16 日中午，姜先生赶到了游 2 公交的
调度室，在认领了自己的挎包后，紧紧握
着符师傅的手感谢，还从包内拿出 200 元
现金要感谢司机，但被符师傅婉拒了。姜
先生称赞海口公交工作人员的举动让他觉
得很温暖，以后还会常来海南游玩。

海口部分老旧小区停车位不足

占用消防通道停车现象普遍
消防部门：
物业有责任保持小区内消防通道顺畅 否则可能受罚
现在拥有私家车的人越来越
多，没有停车场的老旧小区，不但
车难停，而且乱停乱放的车也屡
见不鲜。近日，就有不少居民向
南国都市报反映，小区消防通道
经常被私家车占用。对此，记者
连日来调查发现，海口部分老旧
小区消防通道被霸占现象较为普
遍，其主要原因是停车位不足导
致的。
南国都市报记者 王天宇 文/图
凤翔新村小区内随意停放的私家车

调查：旧小区消防通道常被占
近日，家住海口凤翔山庄小区的居民
刘女士告诉记者，每到晚上，小区的消防通
道上都停满了车。有时候，私家车开进车
位都很难。特别是节假日，小区的消防通
道根本就没有办法行走，四处都停满了车。
16 日上午，记者来到凤翔东路的凤翔
山庄小区，该小区内显得很拥挤，车辆堵
塞消防通道的情况也非常严重，留下的通
道只能通过一辆小轿车。
在大园路凤翔新村小区，记者顺着小
区南门通道向里走，在住宅楼旁便看到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的提示语。显然，
此处提示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消防通
道周围还是停有私家车。一位刚将车停到
小区路边的车主说，业主的车堵住消防通
道也是“不得已”，因为小区的车位实在
太少，如果不停在消防通道上，就只能将
车停到小区外面，那样一来，车的安全问
题就保证不了。
连日来，记者还对海口市区的富成大

厦、江南公寓、绿色佳园、福秀小区、华
侨新村公寓区、新世界花园等多个小区进
行了走访调查，发现车辆侵占消防通道的
现象较为普遍。

探因：车位不够致消防通道被占
记者了解到，消防通道被霸占的现象
主要集中在年代较早的小区。旧小区在设
计时便没有预留专门的消防车通道。随着
时代的进步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
车的数量快速增加，老旧小区车位的数量
已经完全无法满足居民的需要。
“目前小区内车位严重不足是造成消
防通道被占用的主要原因。”凤翔山庄物
管处主任邓先生介绍，该小区建成于 1995
年，总共有 1000 多住户，但当初没有设
计地下停车库，地上原有规划的停车位也
很少，目前整个小区内共只有 250 多个车
位，而现有车辆达到了 500 辆，根本无法
满足小区住户的停车需要，也因此，小区
业主们的私家车随意侵占消防通道的行为

越来越严重。
而家住龙华区华侨新村公寓区的居民
王先生吐槽说，他们小区是建设年代较早
的住宅楼，小区内现有的停车位 93 个，但
每天有 130 多辆车抢着停这些车位，晚上
回来晚抢不到的，要想停在小区里面，就
只有停在过道上。

消防：物业要保障消防通道顺畅
海口消防部门工作人员也表示，消防
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
的通道，必须 24 小时保持通畅，如果发生
火灾消防通道就是救命通道。所以，私家
车霸占居民区消防通道的行为是消防法规
所不允许的。
此外，工作人员还称，保持小区内消
防通道的顺畅，是物业部门的责任。物业
有权劝说和制止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如
对方不听劝说，物业管理部门就可以向消
防部门反映；反之如果是物业不作为，消
防部门也有权利对其进行处罚。

酒吧深夜噪音扰民
警方称将加强管理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讯（记者 石祖
波）连日来，家住海口金贸中路的何先生
等人拨打南国都市报 966123 热线投诉反
映，海口金贸中路省财政厅宿舍对面有一
些酒吧深夜播放音乐噪音扰民，周围居民
不堪其扰，希望相关部门出手整治。
对于相关情况，记者走访周围居民。
据一些家住金贸中路附近路段的居民反
映，金贸中路省财政厅对面，秀英炮台下
面有一处别墅群，现场有多家新建的酒
吧，自去年年底开始营业，至今已经有好
几个月了，近期，这几家酒吧经常在夜间
高音播放音乐，吵得周围市民难于入睡。
对于现场的相关情况，南国都市报记
者连联系到辖区金贸派出所进行反映。对
于周围居民反映现场噪音扰民情况，该所
所长邢卫雄介绍，现场确实有三家新开的
清吧 （酒吧的一种），对于周围居民反映
噪音扰民的现象，他们后续将加强监督管
理，要求以上清吧规范经营，避免影响周
围居民正常休息。

义父与人有纠葛
他非法拘禁获刑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讯（记者何慧蓉
通讯员 梁依）义父与人在生意上有矛盾，
去年 3 月，海口一男子带着人去打了对方，
还将对方从海口押到了临高，
关进
“小黑屋”
看守。近日，这名为义父出手的男子因犯
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张 某 某 ， 男 ， 1976 年 生 ， 海 口 市
人。张某某有个义父吴某某。吴某某与被
害人岑某某曾因生意合作有过纠纷。去 3
月 22 日，在吴某某的指示下，张某某纠
集另外 4 人在海口美苑路殴打岑某某与其
女友，并挟持岑某某，将其押至王某某驾
驶的白色马自达牌小轿车的后座。
当天，岑某某被带到临高县的一个小
屋内，并由两人看守。次日凌晨 2 时许，
岑某某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成功脱逃。

游客为拍木棉花
冒险进入铁路线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讯（记者王燕珍
通 讯 员 刘 强 方 磊）又 是 木 棉 花 开 的 季
节，每年这时候，位于昌江县叉河镇排岸
村铁路石叉线 K4 公里小弯道的木棉花会
吸引岛内不少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据了
解，当火车在木棉花下呼啸而过时，许多旅
客常常为了寻找拍摄的最佳位置，
无视警方
设置的警示牌，
冒险跨过栅栏网进入线路中
拍照留念。2 月 16 日，
海口铁路公安处棋子
湾站派出所民警提醒游客，为了自身安全，
不要冒险进入线路中拍照留念。
棋子湾铁警温馨提醒游客，为了您的
人身安全，请平安、文明、有序地观赏木
棉花开的景观，不要攀越铁路栅栏网进入
线路中拍照，自觉维护铁路运输生产秩序
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