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载监控显示袁10月 8日上午 9时
44分袁海口公交集团公交总公司 5路公
交司机林徐禄驾驶车辆到达文明天桥
站点停车上下客时袁一名戴墨镜的女乘
客跟随人群上车遥 林徐禄见其没有投
币袁提醒该女乘客投币乘车遥 可女乘客
声称自己是公交公司员工袁坚决拒付车
款遥林徐禄随即要求其出示工作证遥野我
没有带证袁就是你们公司的袁就不投币袁
怎样浴 冶女乘客大声吼道遥

林徐禄见状袁 再次要求该女乘客
出示工作证袁以便查验遥 但女乘客仍拒

绝出示工作证袁并拒付车款遥 此时袁由
于车上乘客较多袁 林徐禄为不耽误乘
客出行袁 于是发车离站继续运营遥 但
是袁该女子上车后袁仍然骂骂咧咧袁态
度蛮横袁坚称自己没有零钱袁且不时拿
着一瓶酒喝起来遥 为了维护车上乘客
安全袁防止女子有过激行为发生袁林徐
禄随即靠边停车袁 打开车门要求其下
车遥 车上的其他乘客见该女子迟迟不
投币袁态度极其嚣张袁还威胁林徐禄袁
纷纷站出来声援公交司机袁 谴责不文
明乘车行为袁 甚至有好心乘客要求替

女子支付车费遥 随后袁为了防止事态扩
大袁林徐禄拨打 110报警遥

10分钟后袁博爱派出所民警到达现
场将该女子带走袁并对该女子不文明行
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后予以放回遥

据海口公交集团反映袁 该公司多
条公交线路司机遇到过这名女子袁其
态度蛮横袁经常冒充说是公司员工袁拒
绝支付车费袁乘坐野霸王车冶遥 海口公
交集团也提醒广大乘客袁 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时要按规定投币乘车袁 做文明
市民遥

银孩子们在宣传栏前观看
荨孩子们在日月湾海边作画

融创英苗培养计划在海南播下爱的种子
2019年是融创深耕海南的第三年袁也

是融创英苗培养计划落地海南的第二年袁
经过持续升级袁这一项目在帮助贫困地区
的孩子们从野有学上冶到野上好学冶袁助力贫
困地区儿童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遥

2019年融创英苗培养计划把公益的内
涵做了进一步延伸袁 以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为出发点袁围绕野融爱同行窑益起玩冶活动主
题袁形成了野进山冶尧野出山冶具体阶段袁并发
动员工尧业主尧媒体组成融创义工联盟共同
参与袁建立长效关爱机制遥

7 月 5 日袁2019 融创英苗培养计划海
南站启动仪式暨全面探访行动走进文昌群
合小学活动开展袁 作为英苗培养计划在海
南的第六所定点扶持学校袁 融创义工联盟
给群合小学的孩子们带去了英苗书包尧校
服等学习物资袁 还搭建了英苗培养计划海
南站的六所英苗书屋遥

事实上袁早在 2018 年 8 月袁在省扶贫
办和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袁 融创
英苗培养计划海南站先后在全岛范围内走
访了 20所乡村贫困小学袁最终优选出包括
海口东城小学尧万宁茄新小学尧澄迈六山小
学尧定安后埇小学和保亭毛朋小学在内的 5
所作为定点扶持学校遥自开展以来袁融创英
苗培养计划海南站已为孩子们捐赠图书超
6000册袁送出近 500份英苗书包及文具袁组
织多次日常探访活动袁开展野益冶观影尧趣味
运动会尧英语学堂尧 野书写童心冶等活动袁已
有超过 150名融创义工联盟的爱心义工参
与其中袁给超过 130余名孩子建档立卡袁为
长期的关怀帮扶打下基础遥
今年袁融创英苗培养计划海南站的野出

山冶行程则结合融创海南英苗夏令营袁带领
定点帮扶学校的孩子们走出乡村尧 认识世
界遥 8月 11日-8月 14日袁融创海南首届英
苗夏令营为来自 6所帮扶学校的 24 名品

学兼优的小英苗专属定制海岛特色公益营
团袁孩子们与义工共同前往琼海博鳌金湾尧
万宁日月湾尧陵水分界洲岛尧三亚海洋不夜
城开展 4天 3晚的游学体验遥
孩子们在义工的带领下袁开拓了眼界袁

看到了一个他们未曾看过的世界遥 来自定
安后埇小学的小静在信中给照顾她的业主
义工老师田美琳写了这样一段话院野奶奶袁
谢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袁 每天起来把我
的水杯装满袁 叫我们起床袁 还给我们盖被
子遥 我会好好学习袁争取明年还能来袁相信
我们还会再见袁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几天遥 冶
小英苗们信中简短的几行字袁野感谢冶 却占
据了最大的篇幅遥 当那些温暖和感动洋溢
于字里行间时袁人们也感受到了野爱冶这个
字眼里无形的力量遥
播下爱的种子袁细心照料袁再加上雨露

和阳光的沐浴袁 小小英苗未来将长成参天
大树遥

传递美好，让每一份爱和力量生生不息
传递美好袁践行公益遥不止是通过融创

英苗培养计划海南站系列活动袁 融创公益
在海南还做出了更多探索和尝试遥

首先袁 融创公益在海南不断丰富公益
活动形式遥 今年融创英苗培养计划海南站
创新性地举行了 2019融创海南英苗公益
画展暨义卖活动遥 传递爱袁分享爱袁通过该
活动袁 融创海南定点帮扶的 6所小学乡村
孩子的梦想得以被看见遥

为了给家境清寒的优秀学子营造更好
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袁今年袁融创海南还参与
了琼海尧万宁的捐资助学活动遥在琼海市举
办的 2019年野爱心助学子 倾情育英才冶捐
资助学活动上袁 还积极响应琼海市政协和
市慈善会的号召袁作为代表企业袁宣布捐赠
80万助力琼海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遥

融创公益在海南的足迹不止于教育扶
智和公益助学袁也遍布了乡村振兴尧古建保
护尧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遥凭借自身丰富的
古建筑维护及高品质建设经验袁 融创海南
在不破坏原村落形态的基础上修缮琼海排
港村的民居袁 力求将千年渔村打造成环境
优美尧生态文明尧传统民俗风味浓厚袁充满
活力的野美丽新渔村冶遥
点亮希望传递温暖遥如今袁随着融创公

益在海南的公益半径扩大尧 活动形式的丰
富尧 内涵的加深袁 描绘一幅美好的公益版
图袁 而这幅版图的背后则体现了一个涵盖
公益初衷尧公益机制尧公益价值导向三个方
面的企业综合公益体系遥
一方面袁 融创公益在海南始终贯彻融

创集团野美好生活社会公民冶的公益理念袁

这是企业公益初衷的本质体现袁 也是一种
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的体现曰另一方面袁融
创公益在海南希望建立起长效关爱机制袁
综合运用自身资源对最需要帮扶的社会群
体给予持续尧深入的定点扶助遥
此外袁在公益价值导向上袁融创公益在

海南持续发声袁 号召更多人及社会群体参
与到公益活动中来袁从而推动公益形态不断
丰富饱满尧公益版图愈加广阔尧公益影响力
越来越大袁经过升级和探索袁如今袁融创公益
在海南从单一扶助升级到综合性扶贫扶智遥

2019年袁 融创公益在海南的故事依然
在继续袁一幅美好的版图清晰可见遥面对未
来袁融创也将积极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袁为
海南的建设发展持续创造美好价值袁 不断
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袁传递温暖遥 渊郭尚冤

公益是一场只有起点袁没有终点的旅途遥踏上这
场旅途袁便能一直坚持下去袁这是一种决心袁亦是一
种使命遥
从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助力排港千年渔村尧 三更

罗南督村改造袁到号召业主尧员工参与野融创蓝冶公益
净滩等环境保护活动曰 再从爱心农产品派送等公益
扶贫助农袁到诸如野融创英苗培养计划冶这类教育扶
智项目噎噎在海南深耕的三年袁 融创用实际行动逐
渐描绘了一幅温暖而又美好的公益版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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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希望 传递温暖
2019年融创公益在海南描绘美好版图

银义工与孩子们在一起

今年 4月 11日 19时
30分许袁被告人仉某娥乘
坐 54 路公交车回家袁途
经海口市美兰区江东大
道新蕾幼儿园附近的一
个临时公交车站点时袁因
未能及时下车而与司机
发生纠纷遥 公交车离开站
点在行驶过程中袁仉某娥
猛地来到驾驶室旁用手
击打司机王某的头部袁王
某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将
车停下来袁并报警遥

仉某娥得知王某报
警后欲离开现场袁被王某
阻拦袁 随即两人发生拉
扯袁后仉某娥被公安民警
抓获遥

经鉴定袁公交司机王

某右眼眶瘀斑及结膜充
血袁损伤属轻微伤遥 案发
后袁仉某娥亲属代其赔偿
被害人王某损失袁并取得
王某的谅解遥

法院经审理认为袁被
告人仉某娥置公共安全
于不顾袁殴打正在行驶过
程中的公交车驾驶人袁危
害公共安全袁尚未造成严
重后果袁但其行为已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遥 鉴于被告人仉某娥
当庭自愿认罪袁其家属积
极赔偿袁并取得公交车司
机的谅解袁依法可从轻处
罚遥 该院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遥

判了！一次“公交车闹”换来4年牢
乘车坐过站 海口女子迁怒击打司机获刑四年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符雄助 通讯员 王娇冤女子乘坐公交
车错过了站点袁与公交司机理论起冲突
后袁猛地击打司机头部遥 近日袁海口市美
兰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袁被告人仉
某娥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袁
被判处有期徒刑 4年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摄
影报道)又见野车闹冶浴 10
月 8日上午袁海口公交集
团 5路公交车上袁一名女
乘客为逃避支付车款袁在
乘车时冒充公交员工遥被
公交司机林徐禄识破后袁
仍出言不逊袁 百般抵赖袁
甚至公然威胁公交司机袁
被热心乘客拍视频曝光浴
目前袁该女乘客已被海口
博爱派出所带走处理遥

有人冒充海口公交员工
坐“霸王车”还威胁司机
乘客拍视频曝光野车闹冶女子嚣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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