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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质疑驾校教练没有上岗资格
海口鑫天地驾校校长院都具备教练资格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
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
育超 吴英艳 摄影报道冤
野鑫天地驾校的教 练大
部分都很年轻袁 可能都
没有教练资格袁 这样的
驾校教出来的驾驶员合
格吗钥 冶近日袁海口市民
吴女士向国际旅游岛商
报记者反映袁 称其亲戚
小林渊化名冤在海口向荣
路鑫天地驾校学车袁但
发现该驾校的教练有很
多不符合规定袁 希望相
关部门能够予以查处袁
确保学员的安全学车和
合法权益遥

监管部门院教练员准入门槛低

驾校宣传科一科四保证过关
小林告诉记者袁她近期通过朋
友的介绍袁在鑫天地驾校报名参加
机动车 C1 的培训袁 在顺利通过科
目一的考核后袁小林按照驾校的安
排袁来到了练车点进行练车遥 野刚开
始不觉得什么袁后来教车的教练看
起来很年轻袁虽然他们所教授的机
动车知识没有太大的过错袁但是之
后发现袁他们好像都是没有教练资
格的遥 此外袁驾校的大部分持证教
练都是挂靠到驾校的袁没有真正在
驾校内培训过学员遥 冶小林说遥
针对市民小林反映该驾校年
轻教练无教练资格却上车教学员
练车的情况袁10 日上午袁 商报记者

来到位于海口秀英区向荣路的鑫
天地驾校走访遥 记者看到袁驾校门
口上方袁挂着一个写着野海口鑫天
地驾校培训有限公司冶 字样的招
牌遥 走进驾校袁面对门口的一小块
地方就是报名点袁此时前台正有两
名工作人员正在为市民办理驾考
手续袁店内人员不多袁但却显得拥
挤遥 此外袁记者还注意到袁在门口右
侧有一张小桌子袁桌子上的牌子赫
然写着野驾驶证理论包考过袁科一尧
科四不分文化袁保证过关冶的字样遥
在店内袁记者见到了一名身穿
教练制服的男子袁据前台工作人员
称袁该名男子是该驾校向荣路报考

驾培教练门槛低

点的负责人庞先生遥 记者遂向庞先
生咨询了解驾校是否存在教练无
证教学的情况袁庞先生立即表态称
绝没有此事袁驾校的教练均系持证
上岗遥 野我们都是有证的袁每名教练
都有袁没有证是不允许教车的遥 冶庞
先生一边说着袁一边呼唤前台人员
从车里取出自己的教练野上岗证冶遥
据庞先生介绍袁海口鑫天地驾
校是个大驾校袁在海口很多地方都
有分店袁 而这里只是一个报名点遥
记者提出想查看一下其他教练员
的野上岗证冶袁庞先生表示袁驾校的
教练存档资料都在总店昌西村袁分
店是没有存任何教练信息的遥

练车场只有 1 名教练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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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店内工作人员介绍袁向荣路
驾校报名点的练车场就在附近遥 随
后袁 记者驱车来到该驾校练车场遥
该练车场处于一片拆迁废墟之中袁
车子要环绕行驶一圈才能进入袁且
道路坑坑洼洼遥

记者来到练车场时袁看到练车
场共有 3 辆车正在练习袁但却只有
1 名年轻教练正在教学袁 而另 1 名
教练则在树荫底下乘凉袁 正在教学
的年轻教练没有身穿教练制服遥 坐
在树底下排队练车的一位女学员告

诉记者袁她是鑫天地驾校的学员袁报
名已有数月袁 这里的教练确实比其
他驾校的教练都年轻些遥 野教练确实
很年轻袁但这里离家里比较近袁也无
暇顾及是否有教练资格袁 只要能考
过拿到驾驶证就行遥 冶该女学员说遥

叶海口白驹学校 12 岁少女离奇失踪曳后续

特大团伙贩毒案开庭审理

失踪少女 QQ 联系家人

涉案冰毒
达50公斤

母亲院不敢确定是否本人操作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符雄助冤 商报全媒体 10 月
10 日刊发 叶海口白驹学校 12 岁少
女离奇失踪 母亲院 没有一点征兆曳
的报道袁引发网友广泛关注遥
11 日 19 时袁 记者从彭慧慧母

亲处了解到袁彭慧慧于 11 日中午通
过 QQ 与家人联系袁表示会在 12 日
回家袁 但是彭母并不敢确定是否是
彭慧慧本人操作遥 野因为我们让她打
电话回来袁她拒绝了遥冶彭母说道遥商
报将持续关注此事遥

叶海口五源河体育场附近尘土飞扬曳后续

秀英多部门联合执法
拆除非法洗砂点设备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王辉摄 影报道) 10 月 11 日
早上袁秀英区国土资源执法大队尧区
综合执法大队尧区水务局尧长流派出
所袁 长流镇镇政府等单位的主要领
导带队袁 在五源河体育馆附近的非
法洗砂点开展联合执法行动袁 以强
硬坚决的手段袁 迅速拆除该非法洗

砂点设备袁坚决取缔此类违法行为遥
海口市执法局矿产监察科科长岳虚
心等市级部门领导高度重视并到现
场指导该项工作开展袁 并要求对于
该地上的洗砂设备袁 附近的水池以
及各板房必须全部拆除袁一个不留遥
秀英区各执法部门在市级部门领导
指导下开展工作遥

叶充电起火袁6 辆电动车被烧毁曳后续

群租楼管理者被拘留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李兴民冤 9 日袁 龙华区山高
村 462 号一群租楼一楼发生电动车
火灾遥 商报记者了解到袁龙华区消防
大队 10 日对因管理过失引发火灾
违法行为的该群租楼管理者袁 处以
行政拘留 10 日处罚遥
经查袁 此次火灾起因为群租楼

管理者未履行消防安全职责袁 擅自
给限时充电开关通电袁 敞开停放电
动车房间袁 导致电动车充电短路引
发火灾袁并造成房间过火面积超 5 平
方米以及 6 辆停放在一楼的电动车
被烧毁遥 龙华消防大队以管理过失
引发火灾违法行为袁 对群租楼管理
者予以行政拘留 10 日袁以示警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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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 通讯员 罗凤灵 文朝柏冤 2018 年 10
月 10 日袁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大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黄某鹏尧 钟某俏等 8 人涉
嫌贩卖尧运输毒品罪一案遥 该案涉及跨省尧
跨地区贩卖尧运输毒品袁涉案人员众多袁涉
案冰毒数量高达 50 公斤袁是海南西部迄今
为止贩毒数量最大的涉毒案遥

公诉机关指控称袁被告人
黄某鹏尧 钟某俏从 2017 年 3
月开始计议袁由黄某鹏回广东
省购买毒品后贩卖给钟某俏遥
2017 年 3 月至 6 月袁 钟某俏
通过银行柜台共向黄某鹏的
银 行 账 户 存 款 268.389 万 元
用于购买毒品遥
2017 年 7 月 至 8 月 期
间袁黄某鹏到广东省揭阳市某
县购买毒品甲基苯丙胺渊俗称
冰毒冤袁 并通过客车运输回海
南省三亚市袁然后通过庄某良
贩卖给钟某俏遥 交易完成后袁
钟某俏将毒品交给田某强从
三亚市运回临高县家中袁再将
毒品贩卖给多个下家遥蔡某敏
从海口市驾车到临高县钟某
俏家购买毒品后袁又驾车到临
高县金牌高速路口附近将毒
品贩卖给陈某群袁之后陈某群
将毒品贩卖给温某华袁温某华
再将毒品散卖到儋州市各个

娱乐场所遥
2017 年 8 月 14 日袁黄某
鹏再次到广东购买毒品后乘
坐大巴车返回海南途中袁在广
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海安码头
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袁当场查
获尧 扣押毒品甲基苯丙胺 30
包共 29.931 千克遥 随后袁钟某
俏尧庄某良尧陈某群等人相继
被公安机关抓获遥
公诉机关认为袁被告人黄
某鹏尧钟 某俏 尧 田 某强 尧 庄 某
良尧蔡某敏尧陈某群尧温某华尧
林某波违反了国家毒品管理
制度规定袁贩卖或运输毒品袁
犯罪事实清楚袁 证据确实充
分袁陈某群尧蔡某敏系 累 犯 袁
陈某群为毒品再犯袁 情节严
重袁社会危害性大袁应当分别
以贩卖或运输毒品罪追究刑
事责任遥
目前袁 该案正在审理当
中遥

针对教练是否有上岗资格的情况袁 记者随
后与鑫天地驾校校长郑先生取得了联系袁但郑校
长的说辞和庞先生的解释有些矛盾遥 野目前向荣
路的鑫天地驾校共有 25 名教练员袁 都具备教练
资格袁而且都已向相关部门进行报备遥 冶郑校长
说遥 当记者问及驾校是否将教练员的资格存底
时袁郑校长回答院野目前向荣路的报考点都有备存
每名教练的信息袁具体的情况得咨询人力资源部
门袁我们驾校是正规的袁没有教练资格证是不能
上岗的遥冶郑校长称报考点有教练的相关资料袁这
显然与庞先生表示的 野分店没有存任何教练信
息冶的说法互相矛盾遥
针对鑫天地驾校教练员是否无从业资格的
情况袁记者电话咨询了海口市道路运输管理处驾
培科相关负责人李彬遥 李彬表示袁目前国家在驾
考方面的法规比较少袁加上此前国家废除了野驾
校教练员从业资格证冶的培训后袁教练门槛就偏
低了遥野现在在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袁只要满足驾
驶证在 5 年以上尧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袁而且学
历在高中或者大专以上等条件袁 由驾校申请备
案袁并审核通过后即可当教练遥 冶李彬说遥
而对于鑫天地驾校教练员是有从业资格和
教练是否有挂靠情况袁李彬则表示不在其职责范
围内遥 野我们这边只负责驾校报备教练员以及审
核袁对于您提出的情况袁建议您向海口市交通港
航综合执法支队反映后进行查处遥 冶李彬说遥

家政服务市场
“年轻态势”凸显
商报全媒体讯 随着 80尧90 后逐
渐成为消费市场主力袁深受野宅文化冶
和野品质生活冶理念影响的他们呈现出
很多新消费特征袁 其消费行为也变得
越来越多元化袁 并带动整个消费市场
趋于野年轻态冶遥家政行业也不例外袁以
保洁为代表的上门服务市场正迎来新
一波爆发期遥
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袁 许多生
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袁 尤其是北
漂尧沪漂一族袁因为平时工作繁忙没有
时间到线下各个家政公司走访了解相
关服务袁 所以他们更青睐通过 58 到
家尧 赶集网尧58 同城等平台找家政人
员上门服务遥
有家政行业相关企业负责人表
示袁 年轻人需求不断上涨袁 但与此同
时袁他们对家政服务的标准不断提升袁
因此很多企业也在不断创新尧 优化服
务遥 未来袁在需求的倒逼下袁家政市场
将越来越规范遥

南方基金发布养老子
品牌“南方养老”
商报全媒体讯 近日袁 南方基金
正式发布养老子品牌 野南方养老冶袁并
即将推出旗下首只养老目标基金要要
要
南方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简称野南方
养老 2035冶袁 代码院A 类 006290 C 类
006291)遥 据了解袁南方养老子品牌将
用以统一识别南方基金旗下的养老系
列产品袁该子品牌以野执我之手袁与你
偕老冶为口号袁logo 采用两个舞动跳跃
的人袁色彩上延用南方基金主 logo 的
蓝红色袁 传达了南方养老子品牌积极
向上的态度与活力袁 富有美好生活的
象征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