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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登记办法》及《土地登记规则》的有关规定，对下列村民小组农民集体申请登记的
集体宅基地使用权已初步审定，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科提出。联系
电话：88266645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告

单位：平方米

2015年 12月 24日

三亚市凤凰镇羊栏村羊西三组

三亚市吉阳镇榆红村委会八组

三亚市崖城镇梅联居委会梅联北村

三亚市崖城镇盐灶村委会一组

三亚市崖州区梅联居委会下村

三亚市崖城镇长山村长山二组

三亚市吉阳区红土坎村

三亚市崖州区盐灶村委会

三亚市崖州区盐灶村一组

三亚市崖州区盐灶村

三亚市崖城镇梅联居委会梅联下村

三亚市崖州区港门村

三亚市吉阳区新村居委会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村导二六组

三亚市崖州区崖城村导二六组

土地座落土地座落土地座落土地座落
东东东东 南南南南 西西西西 北北北北

1 陈泰明 460201014004JC00568 宅基地使用权 175 巷道 道路 X827县道 羊西三组

2 苏小朋 460201029001JC00329 宅基地使用权 175 榆红八组 榆红八组 榆红八组 榆红八组

3 陈垂胜 460201001009JC00381 宅基地使用权 175 道路 道路 道路 陈垂华

4 秦子强 460201003005JC00333 宅基地使用权 174.99 陈义珠 张思发 道 路 空 地

5 陈光寿 460201001009JC00396 宅基地使用权 175 陈光翠 梅联居委会 梅联居委会 道 路

6 吴光荣 460201001007JC00316 宅基地使用权 175 吴国师 长山二组 长山二组 长山二组

7 麦永忠 460201030003JC00112 宅基地使用权 175 陈泰全 麦世姬 麦琼财 红土坎村

8 秦子梅 460201003005JC00368 宅基地使用权 175 空 地 水 塘 陈和珠 公 路

9 秦有生 460201003005JC00366 宅基地使用权 175 道 路 秦现得 秦信生 道 路

10 秦信荣 460201003005JC00367 宅基地使用权 175 秦亚庆 秦老有 唐秋松 道 路

11 陈光翠 460201001009JC00388 宅基地使用权 175 桂万术、陈垂义 梅联下村 梅联下村 梅联下村

12 林琴 460201003004JC00424 宅基地使用权 175 王乃乐 道 路 麦育好 王秋喜

13 罗兹旋 460201028004JC00027 宅基地使用权 175 道路 新村居委会 新村居委会 新村居委会

14 邱玉智，邱珲 460201002006JC00468 宅基地使用权 350 邱 文、邱 武 邱 文、邱 武 麦桂美、吴 迅 道 路

15 邱文，邱武 460201002006JC00467 宅基地使用权 273.80
徐鸿鸣、范小桦、范树

声
导二、六组

麦桂美、吴 迅、邱玉
智、邱 珲

道 路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土地权利人土地权利人土地权利人土地权利人 宗地号宗地号宗地号宗地号 土地性质土地性质土地性质土地性质 宗地面积宗地面积宗地面积宗地面积
四至四至四至四至

对危险驾驶罪中“醉酒驾驶”“追逐竞驶”的反思

本报讯（记者 张雪锋 通讯员 陈伟）
一对游客夫妇的宠物狗，用爪子划到了另
一个来旅游的小朋友，两家人在景区为这
事起了争议。日前，天涯法庭接到辖区天
涯海角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打来求助电话，
称景区内发生一起游客投诉案件，边防派
出所出警后调解不下，请求法庭派法官帮
助解决纠纷。

法庭赴景区当场审理

接到电话后，天涯法庭立即派出一名
法官带着书记员迅速赶到天涯海角景区
游客服务中心，当场立案，并当场审理了
这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赔偿纠纷案。

经庭审调查及详细查看景区监控录
像后，法庭查明，被告上海游客王某夫妇
带着宠物狗在天涯海角景区南天一柱巨
石下戏水，原告广西南宁游客张某夫妇带
着两个女儿和其父母在沙滩上游玩，6 岁
的大女儿看到宠物狗后有些害怕，跑到奶
奶身后躲藏，宠物狗看到小女孩后追着跑
过去围着小女孩转，后又跑开，来回几次，
小女孩受惊吓不停叫喊。当狗主人把宠
物狗拉开时，狗的爪子划到了小女孩的小
脚，脚面上划有两条伤痕，但不严重。双
方遂发生纠纷，原告要求被告给予经济赔
偿，并认为天涯海角景区在管理方面有过
错，要求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认为小孩没
有受伤，拒绝赔偿。双方争执不下，景区
游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边防派出所干
警已组织双方调解一个多小时，但无法达
成协议。

当场微信支付千元赔偿

针对查明的事实，法庭对双方当事人
进行法律释明，指出饲养动物致人损害
的，动物的饲养人要承担民事责任，并结
合该案的实际情况，原告所受的伤害非常
轻微，主张双方调解结案。

但双方对小女孩的伤情产生较大分
歧，被告坚持认为原告方没有受伤，只是
一道划痕，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后果，但原
告方坚持一定要到医院检查确认。法庭
考虑到双方都是游客，不要因为此事耽误
整个行程，也不要因为这件事闹得不愉
快，影响旅游心情，于是结合实际建议双
方各自咨询医生，咨询检查伤情要花费的
费用，并提出各自解决纠纷的条件。

经过耐心细致地调解，双方最终达成
一致意见：被告同意向原告赔礼道歉，并
赔偿 1000 元。法庭当场制作调解协议，被
告当即通过微信支付 1000 元给原告，当场
执行完毕。事后，双方握手言和，合影留
念，并对法院法官及派出所干警等工作人
员表示真诚感谢。

据悉，天涯法庭贯彻旅游纠纷案件实
行当场立案，当场审理，当场执行的“三
快”原则，及时调处游客纠纷，以优质、高
效的司法服务为三亚的旅游创造和谐安
全的旅游环境提供保障。

感情纠葛造成人身损害 女子索赔5万元
因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法院判决赔偿3921元

在村里聚众赌博
四赌徒被抓现形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近日，吉阳派出
所民警根据群众举报，查获了一起聚众赌
博案件，当场抓获参赌人员 4 名，现场缴获
1554 元赌资以及“牌九”和扑克牌等赌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
关法规，警方对其中的3名赌徒予以行政拘
留五日，另外一名赌徒则作罚款500元。

12 月 16 日凌晨零时许，吉阳派出所接
一群众举报称，吉阳区某村内有人在聚众
赌博，希望警方能铲除此“毒瘤”。接报后，
该所当即派出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并在该
村一小卖部旁抓获了用“牌九”进行赌博的
吕某，缴获“牌九”一副、色子二只和赌资
225 元。此外，民警还在现场抓获以扑克牌

“炸金花”的形式进行赌博的胡某、蒲某和
胡某某，缴获赌资1329元和扑克牌一副。

经询问，违法人员吕某、胡某、蒲某
和胡某某对其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胡某、蒲某和胡某某已被警方拘留，此案
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12 月 24 日就广东二十一世纪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原总裁沈颢等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
易系列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沈颢及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处以不
等的有期徒刑及罚款。此案再次发出深刻警示：手握公器要
心存戒尺。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胁
迫

宠物狗划伤小孩起纠纷
天涯法庭现场成功调解

危险驾驶是一种高度危险的行为，是
指严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
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
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危害不特定人的生
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危险驾
驶行为。行为人应该避免此种风险的发
生，法律也应该严格禁止其发生。《刑法修
正案（八）》中确立了危险驾驶罪与《刑法
修正案（九）》中对危险驾驶罪的完善无疑
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然而实践中还是存
在一些问题。例如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方面
还不够周延，仅规定了醉酒驾驶、追逐竞
驶、超载超速和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这四
类情形；在量刑方面只规定了拘役这一主
刑，与危险驾驶罪所引起的危害后果不能
很好的对称。这都是亟待需要解决的现实
问题。

（一）客观方面的反思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危险驾驶罪

的客观方面包括醉酒驾驶和追逐竞赛驾

驶，但实践中并不只包括醉酒驾驶和追逐
竞赛驾驶这两种情形。对于危险驾驶行
为人，只要其意识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
就有可能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威胁。而
使危险驾驶行为人的意识陷入神志不清
的因素很多，并不止有醉酒驾驶这一类。
其他的精神麻痹类药物同样可以使行为
人陷入神志不清的状态。虽然实践中行
为人吸食毒品、麻醉品等药物后驾车的行
为并不多见，可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因
此，我认为，法律要对此行为进行事前的
规制，把吸食毒品、麻醉品等国家禁止的
麻痹精神类药物后驾车的行为纳入到危
险驾驶罪中去，从而降低法的滞后性影
响。

（二）量刑方面的反思
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

偏低、刑种单一。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
醉酒驾驶和追逐竞赛驾驶尚未造成严重
后果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行为人交通肇
事致一人死亡或重伤三人以上或者造成

公私财产损失无能力赔偿在 30 万元以上
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如果没
有逃逸行为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行为的
最高刑罚就只有 3 年有期徒刑。相比较
而言，我国刑法对于过失侵犯个人生命安
全法益和社会公共安全法益的过失致人
死亡行为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的行为规定起刑点均是 3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而对于危机公共安全交通
运输的行为却在 3 年以下处刑并且大量
适用缓刑，有违刑法的基本价值，罪责刑
出现失衡难以平息社会公众对此类行为
的愤怒。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中的规定：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赛驾驶，情
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
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
罪处罚”。虽然危险驾驶罪在交通肇事罪
与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起到
了一定的过渡效果，但是危险驾驶罪只选

择了拘役这一处罚力度相对较弱的主刑，
与危险驾驶所引起的危害结果不能很好
的对称。根据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
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此款符合想象竞合犯则一重罪处
罚的规定，可是它将罪责更严重的危险驾
驶行为引入到了其他相对较重的罪名来
进行规制。这不免又陷入到了交通肇事
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泥潭中
去了，危险驾驶罪于是就失去了其过渡性
的特点，不利于充分准确地对危险驾驶行
为进行刑法规制。为此，我觉得应该在危
险驾驶罪本身的框架内，进一步提高法定
刑的规定，引入多种刑种来对不同程度的
危害后果进行规制。提高对危险驾驶罪
的处罚力度，使其在危险驾驶罪犯罪构成
范围内的罪责更高危害更大的危险驾驶
行为相匹配。增加危险驾驶罪处罚的独
立性，实现刑法的震慑力，更好地符合刑
法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陈侃)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恋爱期间，不
慎怀孕，男方出线，做了药流；同住期间，
发生争执，女方被打，民警协调，男方赔
款，关系终止。然而，分手后，女方以流产
及被殴打致身体健康和精神受到很大伤
害为由，遂向法院起诉索赔 5 万元。

恋爱不成索赔5万元

据 原 告 庄 某（女）诉 称 ，原 、被 告 于
2014 年 11 月份认识，2015 年 2 月确定恋爱
关系。恋爱期间，原告意外怀孕，被告要
求原告流产，原告不同意，经过被告的哀
求，原告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违心进行药
流，药流的费用由被告承担。随后，原告
搬进被告处与其居住生活。4 月 8 日，原
告将被告的钱包与驾驶证藏起不让其上
班，由此发生争执，被告便将原告打伤，并
报警处理。在派出所民警的调解下，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被告赔偿原告 6 千元作为
医疗费等费用。随后，双方男女关系终

止，原告也搬离被告住所。
由于原告流产及被殴打致使身体健

康及精神受到很大损害，工作中也屡出差
错，造成不良后果，这些都与被告的行为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因其行为应承担
相应的责任。为此，起诉到法院，请求被
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2 万元、身体损害
康复费用 3 万元。

据被告唐某辩称，对于原告陈述的认
识、恋爱及流产、争执的事实无异议。但
被告已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也向原告支
付了 6 千元作为补偿，双方亦结束男女恋
爱关系，不再存在承担责任的情形。

2015 年 5 月 24 日，原告到医院进行妇
科检查，经诊断：“1、盆腔大量积液原因
待 排 ；2、细 菌 性 阴 道 病 ；3、慢 性 宫 颈
炎”。原告提供五份医疗门诊收费票据证
明其已支付医疗费 921.96 元，被告同意承
担该笔费用。在庭审中，原告没有提供证
据证明其身体因流产及被告造成的人身
损伤的康复费用，超过被告支付的赔偿
款，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损伤造成精

神方面的具体损害事实。被告在庭审中
同意再向原告支付 3000 元补偿款，以便解
决双方的感情纠葛。

法院判决赔偿3921元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与被
告恋爱期间怀孕并流产，可能会给原告造
成一定的身体和精神损害，但原告是否愿
意流产是其意思表示决定而并非被告强
迫才能实施，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
精神已达成严重损害的程度。而且，原告
流产后还继续与被告居住生活一段时间，
也可以说明双方当时尚未因感情问题带
来精神上的严重困扰。另外，原告也没有
提供证据证明精神损害的其他相关事实
以及程度。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精神抚慰
金，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原、被告遂后因感情纠葛造成的人身
损害，经派出所民警调解，被告亦向原告
支付了误工医疗费用，原告也没有提供证

据证明该身体损害的康复费用已明显超
过被告支付的赔偿款，而且在该调解协议
中原告明确同意不再向被告主张因身体
损伤造成的其他损失，原告也无证据证明
该调解协议存在胁迫的情形。因此，对该

《调解协议书》应予采信，原、被告之间关
于人身损害的纠纷已解决，原告再次对该
事实提起主张，应不予支持。另外，原告
与被告分手后自行到医院进行妇科检查，
从诊断结果来看亦不能证明与被告损害
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亦不应对此承
担相应的医疗康复费用。

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 2 万元、身体损害康复费用 3 万元，无
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相关规定，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判
决如下：被告唐某向原告庄某支付医疗费
921.96 元及补偿款 3000 元；驳回原告庄某
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报讯（记者 杨洋）12 月 24 日，吉阳
区交通运输和安全生产监管局（以下简称区
交安局）联合市交通局、吉阳区城管局、月
川区派出所等联合执法，对春光路一无证汽
修店进行查处。孰料，在执法过程中，店主
伙同家人不仅暴力抗法，还袭击执法人员，
导致 2 名执法人员全身不同程度擦伤。最
后，该汽修店被取缔，执法人员暂扣设备、
工具 160 余件。店主已被警方传唤至派出
所。

24 日上午，吉阳区交安局对河东路、春
光路段的无证经营汽修店进行联合整治。
准备查处春光路“祥风汽车维修中心”时，
汽修店大门紧闭，一辆红色的小轿车横在店
门口，随后执法人员在春光路一巷找到维修
厂的侧门。此时，有工人正在汽修店内维修
车辆。

据吉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吉阳区交
安局有关负责人从侧门进入，打算查看现
场，没想到店主以及一名工人强行将侧门的
卷闸门拉下,先是威胁、恐吓，并还想袭击执
法人员。当卷闸门拉下的刹那，被关在外面

的执法人员合力强行撬开卷闸砸门。此时，
月川派出所民警何凡组织人员维持秩序，岂
料店主和其母亲情绪更加激动，用手猛捶执
法人员的左胸，并抓住其左手臂，使劲推向
店外，导致何凡身上多处擦伤。随后，该店
主的母亲又倒地不起，诬陷工作人员推搡。
为了保证老人的安危，执法人员立即拨打
120，将老人送到三亚市中医院检查，医生检
查表示老人并无大碍，中午，老人已自行乘
车回家。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维修店无
证经营，且占道（春光路、春光路一巷）经
营，被周边居民多次举报投诉。2014 年，相
关部门已下发整治通知，但店主却无动于
衷。今年 11 月 25 日，再次下发搬迁通知，又
拒绝搬迁。目前，该汽配厂已被取缔，执法
人员暂扣其设备、工具 160 余件，现场拆除
了招牌。

据悉，为消除无证汽配厂潜在的安全生
产隐患，维护正规汽车修理厂家和消费者合
法权益，自 11 月 17 日起，吉阳区已经拉开汽
车维修市场联合整治工作。

多次接到整治通知却无动于衷

一无证汽修店被取缔
店主暴力抗法被传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