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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西站附近路段 两黑车据点死灰复燃》

追出
效果

交警和交管部门对曝光据点展开整治

一黑车司机被抓现行

顶格罚款10万元
南国都市报8月9日讯（记者 王子遥）9
日，本报报道《海口西站附近路段 两黑车
据点死灰复燃》，曝光了部分黑车司机见海
口西站管理日趋严格，改为在秀英大道与秀
华路口、秀英大道与海盛路路口盘踞拉客，
生意火爆（详见本报9日A03版），引起了海口
市主要领导及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9日上
午，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海口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等部门，立即对曝光的两处
黑车据点开展整治行动。
9日上午10点半，记者在秀英大道与海
盛路路口看到，依旧有3辆涉嫌非法营运的
黑车违规停靠在道路右侧，司机在附近闲谈
并等候乘客。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秀英
大队立即展开行动，现场将3辆车及司机控
制，并依法进行查处。在秀英大道与秀华路

路口，交警部门同样对4辆违规停靠在秀英
大道上的车辆进行控制并查处。
“ 为了防止
黑车在海玻市场路段周边违规停靠，我们在
非机动车道外侧安装了隔离桩，但部分黑车
仍屡教不改，停放时还打开后备箱，躲避道
路监控对车牌的抓拍。”秀英交警大队相关
负责人说。
据介绍，截至当日下午17点，秀英交警
大队共对西站周边涉嫌违规停放候客的7名
驾驶员进行了查处，并责令其做出书面保
证，不再违规停放。为维护西站周边交通秩
序，该大队还在西站周边开展了交通乱象大
整治行动，查处违章停车18起，查扣违规电
动车21辆，
保障西站及周边交通秩序。
当天，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也
在海口市公安部门的配合下，组织便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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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入两个点位蹲守巡查。9日下午，一辆停
靠在秀英大道海玻市场附近的黑色日产轿
车进入了便衣队员们的视野。下午3点左
右，轿车司机杨某与两名青年男女乘客沟通
后上车准备离开时，便衣队员果断展开行动
将车辆及人员控制，并带到海秀派出所展开
讯问。据当事女乘客表述，他们二人确实系
通过60元包车的形式，搭乘该车从海玻市场
前往老城。目前，经过充足取证，交通港航
综合执法支队依据道路运输相关条例，对未
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便擅自从事道路运
输经营的黑车驾驶员杨某处以10万元顶格
处罚。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还将加大巡查力度，与相关部
门探讨建设长效机制，严控盘踞曝光点位及
周边的黑车违法运营。

借验收索要 40 万元好处费
一工程监理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
南国都市报 8 月 9 日讯（记者何慧
蓉 通讯员 李毅龙）在知名房企担任公司
工程部园林监理期间，潘某某利用检
查、验收承建单位的工程进度、质量情
况及拨付进度款、竣工验收的职权，主
动向承建单位负责人索要 40 余万元好
处费。经海口龙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潘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
2011 年 1 月，潘某某任某知名房地
产集团公司海口公司工程部园林监理，
主要负责协调、检查、验收园林工程承
建单位的工程进度以及质量情况。承建
单位申报进度款、工程竣工验收均需要
潘某某签字审核后，才能向承建单位拨
付进度款和办理工程结算。
自 2009 年起，广州某园艺有限公
司开始承接该房地产公司的园林绿化工
程。广州某园艺公司负责人黄某某在做
该房地产公司工程项目时，潘某某直接
向 黄 某 某 索 要 总 工 程 款 1.5% 的 好 处

费，另外土方工程也要其本人参与。黄
某某为完成工程项目结算，不得不按照
潘某某的要求，分 15 次向潘某某及其
妻子马某账户共转入 25 余万元好处费。
自 2011 年起，东莞市某园林建设
有限公司开始做该房地产公司的园林绿
化项目，潘某某当面向该公司负责人林
某提出以后每审核一单拿 5 万元的好处
费。为顺利完成工程，2013 年林某拿
到工程项目进度款之后，分三次共向潘
某某妻子马某账户转入 15 万元。
经查，潘某某担任公司监理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取好处费共计
40 余万元。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
在受理审查该案后，向海口市龙华区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潘某某身
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
较大，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最终海口市龙华区人民
法院支持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

检察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
六十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潘某某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公司
的声誉和形象，扰乱了公司的正常
经营及管理秩序。为防止此类职务
犯罪行为，公司、企业应当结合本单
位、本行业的典型案例开展有针对
性的警示教育，引导管理人员、重点
岗位员工从反面典型中汲取教训，
引以为戒，警钟长鸣。要加强公司
内部制度建设，发挥制度本身的预
防作用，并在制度落实上下功夫。

海口出台措施促进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

企业每吸纳一名贫困劳动力奖 2000元
南国都市报8月9日讯（记者 胡诚
勇）近日，海口市出台关于贯彻落实海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关
于落实九条特殊措施进一步做好就业扶
贫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大力促进贫困
家庭劳动力就业的通知>实施方案》
（下
称《方案》）。
根据《方案》，海口将多渠道开发就
业扶贫岗位扶持就业。对“十二五”以来
确定的贫困村，按照每村不超过5个的数
量，统筹开发就业扶贫特设岗位，优先安

排转移就业困难、已参加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的
“零就业”贫团劳动力就业。
做好外出务工奖励性补助和交通补
助发放工作。对于连续外出务工6个月
以上的海口市贫困劳动力，给予每人每
月300元的务工奖励。对于灵活就业累
计满3个月（每个月至少20天）以上的海
口市贫困劳动力，给予每人每月200元的
务工奖励。
对企业及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贫困劳
动力就业进行奖励，每吸纳一名贫困劳

政府抢修稳压器
村民恢复供水啦

动力就业，按2000元/人标准给予一次性
奖励。同时，对在海口市工商部门注册
登记的具有合法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农村劳务经纪人等市场主体，每成功
介绍一名贫困家庭劳动力稳定就业一年
以上的，给予500元的职业介绍补贴，职
业介绍补贴每人每年只能享受一次。
加强创业担保贷款扶持，给予自主
创业的海口市贫困家庭劳动力创业担保
贷款全额贴息扶持，最高限额10万元，贷
款期限3年。

南国都市报8月9日讯（记者李
梦瑶）本报4日报道了屯昌县新兴
镇新兴居委会部分自然村自来水断
供一事后，
经当地政府全力抢修，
目
前村庄已基本恢复供水。
“经了解，发现是水管的供水
稳压器坏了，由于零件送到北京去
修理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才导致迟
迟没能恢复供水。”新兴镇政府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考虑到村民用
水不便，他们于 5 日晚上联系自来
水公司制定了一个完善方案，决定
先找一个其他的供水稳压器暂时代
替，第二天起部分村民家中便已恢
复供水。

海口将启动

厕所文明宣传大行动
南国都市报 8 月 9 日讯（记者 孙春丽）由
海口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2018 海口旅游厕
所文明宣传大行动”启动仪式将于 14 日上午在
海口白沙门公园年轮广场举行，为期一个月的
文明如厕漫画展巡展也将同时启动，届时还将
开展
“文明如厕，
从我做起”
千人签名活动。
活动一方面组织开展旅游厕所标准化建设
运维讲评活动，全面提升海口旅游厕所运营管
理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厕所文明漫画展巡展的
形式，提升文明旅游意识，漫画展巡展地点还包
括海秀路三角池广场、骑楼老街中山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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