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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警部门曝光的这 4人中袁因造
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被终生禁
驾的有 2人袁因酒后驾车发生重大交通
事故构成犯罪被终生禁驾的有 2人遥这
4人均是被法院判决构成交通肇事罪
后袁交警部门根据法院的判决依法作出
终生禁驾决定的遥
那么袁什么是终生禁驾呢钥据介绍袁

终生禁驾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根据叶道路交通安全法曳对机动车驾驶
人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袁且终生不得

重新取得驾驶证尧不得驾驶机动车的行
政处罚遥 构成终生禁驾主要有两种情
形院一是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
的曰 二是饮酒后或醉酒驾驶机动车袁发
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遥
海口交警部门提醒袁一旦被终生禁

驾袁 意味着今后都不能重新报考驾驶
证袁也不得取得驾驶资格曰若被终生禁
驾后仍开车上路袁 驾驶员一旦被查处袁
将按照无证驾驶给予罚款和行政拘留
15日以内的处罚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谢佳宁 摄影报道冤近期袁三
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和吉阳分局
在打击野盗抢冶犯罪过程中袁发现有
两家废品收购站存在收购赃物的
违法行为袁为此袁三亚警方大力督
促相关部门袁于 6月 18日和 7月 9
日袁 对这两家废品收购站依法取
缔遥 7月 15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
者从三亚公安局获悉袁三亚警方已
依法对涉案的两家废品收购站经
营者马某青与崔某才分别作出行
政拘留 20日尧 罚款 1000元和行政
拘留 10日尧罚款 1000元的处罚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7
月 15日袁海口铁路公安处海安南车站派出所民警在
粤海铁路北港客运站抓获一名犯盗窃案的女子遥
当天 5时 10分许袁海安南车站派出所民警在粤

海铁路北港客运站执勤时袁 发现了一名女性旅客行
迹可疑袁 独自一人在安检口处来回踱步袁 并四处张
望袁像是在观察环境袁当民警巡逻经过时袁女子眼神
下意识闪躲遥民警见其可疑便上前盘问袁该女子觉察
民警靠近后拔腿就跑袁巡逻队员立即上前将其拦下遥

据民警介绍袁该女子姓章袁福建人遥5月 13日袁有
一男子举报在三亚市解放二路城市快捷宾馆内被抢
劫 46000元袁警方调查发现袁该男子与章某因在某微
信群通过聊天相识袁便相约在三亚吃饭见面袁饭后男
子觉得有点迷迷糊糊袁 章某便替他在宾馆开了一间
房休息袁男子次日起床便发现财物丢失袁章某不见踪
影遥5月袁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对章某进行逮捕遥章
某四处藏匿袁潜逃被海口铁警抓获遥
目前袁案件在进一步办理当中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近日袁海口交警支
队公开曝光了 2019年 1月-5月份 4名被终生禁驾人员名单袁 进一步
震慑交通违法者袁警示广大驾驶员安全文明出行遥

违法收购赃物
三亚取缔两家废品收购站

女子见网友时趁机盗窃
潜逃后被海口铁警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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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院7月 17日 渊星期三冤 上午 9院30-12院00
主 讲 人院沈玉良[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

际贸易室主任尧研究员袁叶中国渊海南冤自由
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渊2019冤曳渊蓝皮书冤执
行主编遥 ]

讲座主题院 弄清什么是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遥

讲座地点院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院0898-65202275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渊不需要凭票入场冤
海南特色 世界眼光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海南自贸大讲坛野四个弄清冶首场专题讲座预告
2019年第 16讲渊总第 387讲冤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陈王凤冤商报记者 15日从海
南廉政网获悉袁日前袁经省委批准袁省
纪委监委对七届省委委员袁海南省民
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原党组书记尧主
任袁东方市委原书记吉明江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遥

经查袁吉明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廉洁纪律袁公务出差超标准乘
坐飞机头等舱袁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
打高尔夫球曰违反组织纪律袁在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中不按规定进行回避曰
违反工作纪律袁弄虚作假袁违规变相
保留由领导干部个人掌握使用的专

项工作经费袁强令相关部门违规批准
房屋户型变更申请曰 违反生活纪律曰
利用职务便利袁 在工程项目承揽尧企
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袁非法
收受他人巨额财物遥
吉明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袁理想

信念丧失袁毫无纪法意识袁私欲膨胀袁

用权任性袁腐化堕落袁在省委巡视组
巡视东方市期间仍然大肆收受贿赂袁
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袁构成职务违法并
涉嫌犯罪袁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
敛尧不收手袁性质恶劣袁影响极坏袁应
予严肃处理遥依据叶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曳等有关规定袁经省纪委常委会会
议尧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袁并经中央
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后报中共中央
批准袁 决定给予吉明江开除党籍处
分曰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曰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财物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遥

省民宗委原党组书记尧主任袁东方市委原书记

吉明江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离婚尧据说欠债百万噎

枪击前妻一家
造成 2死 1伤
嫌疑人开车坠入水库
遗体昨晚被打捞上岸

警方赶到后袁立即封锁了现场遥 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获悉袁嫌疑人韩锈光袁文昌市公坡
镇人遥之前一直在广东打工袁后来又回到文昌做
工袁但前不久袁突然欠了上百万高利贷遥 同村的
村民告诉记者袁一个月前袁夫妻俩办理了离婚袁
其前妻则带着女儿一直在娘家居住袁 他们离婚
可能和欠钱有关遥

目前袁记者从文昌警方获悉袁嫌疑人韩锈光
仍携带作案枪支在逃袁行凶原因尚不明确袁案件
仍在进一步调查中遥

据商报记者了解袁 文昌枪击案犯罪嫌疑
人韩锈光在家排行老二袁 韩锈光十多年前去
了东莞袁从事电脑绘图的工作袁不久前才回到
文昌遥 韩锈光从小性格内向袁其夫妻二人结婚
5年左右袁时常吵架遥这个月 9日袁两人才刚刚
办理离婚遥

据犯罪嫌疑人韩锈光的大哥介绍袁 他们

的家境并不富裕袁去年刚花了 30万元建新房袁
韩锈光也出了几万块钱袁目前仍有 10万外债遥
而对于大家所说韩锈光欠了上百万高利贷一
事袁他并不知情袁但不排除其有在网上赌博的
可能遥

记者 7月 15日下午 6时许获悉袁 在文昌
市翁田镇龙虎山水库有一辆轿车开到水库里
面袁警方正在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紧张打捞遥 随
后袁记者从文昌市警方获悉袁经确认袁掉落在
文昌龙虎山水库的是一辆黑色丰田卡罗拉小
汽车袁 和犯罪嫌疑人韩锈光潜逃时驾驶的车
辆车型一致遥 据了解袁韩锈光驾驶的黑色丰田
卡罗拉小汽车是一个月前从汽车租赁公司租
来的遥

截止当晚 11 时袁车辆被打捞上来袁车里
发现一具男性尸体袁经确认袁该名死者为韩
锈光遥

见网友
又出事了

4名被终生禁驾人员名单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荆胜欣冤7月 14日晚上 9时左
右袁文昌市清澜南海村委会发生一起枪击案袁一男子持枪伤人袁将其前妻
的父母杀害袁一名女子也中枪受伤袁目前住院治疗袁没有生命危险遥 据侦
查袁韩锈光渊男袁海南文昌人袁现年 31岁冤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遥

15日晚上 11时袁 警方组织有关部门在文昌市翁田镇龙虎山水库打
捞上一辆车袁车里发现一具男性尸体袁经确认袁该名死者为韩锈光遥

姓名 准驾车型 禁驾事由

罗冠雄 A2 2017年 11月 6日 20时 35分袁 在 G223线 89km+600m驾
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遥

李静伟 C1
2018年 4月 13日 14时 18分袁 在 S219线 渊博鳌迎宾路冤
7km+700m处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袁 造成交
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遥

李俊汕 A2E

2018年 6月 13日 18是 35分袁在 S301线渊嘉龙线 198km+
600m处袁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
非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0%袁造
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遥

何业耿 B2E
2018年 9月 8日 21时 38分袁在琼海市中原镇康祥路慈铭
医院前路段在同车道行驶中袁 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
安全距离袁酒后驾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遥

交通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酒后驾车出事故构成犯罪

海口 人被终生禁驾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