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内醉驾还打架 司机危险驾驶被刑拘
7月7日1时03分，赵某驾

驶一辆新能源轻型厢式货车,沿
白桦林间小区内部道路行驶至
小区地下停车场入口时，与小区
保安发生争执打架。小区物业报

警后，经交警经开大队与明光路
派出所民警调查，发现驾驶人赵
某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

经司法鉴定检测，赵某血液
中酒精浓度为189.83mg/100ml，

已达到危险驾驶标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
三条之规定，赵某行为已构成危
险驾驶罪。7月11日，赵某被依
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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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用好西安开放第五航权
的利好政策，12月 5日，西咸新区
空港新城召开第五航权研讨会，特
邀20余名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
会，群策群力加快西安国际航空枢
纽建设。

11月23日，国务院正式“赋予
西安机场行使第五航权”，并要求“进
一步加大对西安航空物流发展的支
持力度”。

据了解，第五航权是指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
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三国装载
客、货的许可，允许它中途经停，并且
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被业界誉为最
具经济实质意义的航权。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
主任王瀚认为，第五航权将为西安带

来新机遇，他建议明确西安打造“中
欧航空枢纽”城市定位，大力宣传第
五航权等开放优势，允许和鼓励国外
航空公司在西安设立基地。

针对第五航权的“双向”特征，西
安交通大学自贸区研究院服贸中心
主任冯宗宪提出，要充分发挥西安
咸阳国际机场中转港、枢纽港的战
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充分利用空港
新城“保税＋自贸＋临空＋跨境＋
口岸”的叠加优势，在顶层设计、招
商引资、政策配套和体制机制四方
面持续发力。

2003年，我国首次对外国航空
公司开放第五航权。目前，北京、上
海、广州、海口、天津、南京、银川、郑
州、鄂尔多斯、满洲里等都已开放第
五航权，是推动我国从航空运输大国

转为航空运输强国的有力举措。
紧抓机遇、出台相关政策，以货

运为突破口，大力发展航空物流，成
为机场海关、西部机场集团、专家学
者等政商学界与会代表的共识。

丝路航空项目CEO塞姆·卡尼
古拉里对此深有感受，他说，西安是
世界级的文化和旅游城市，第五航权
的开放，可以吸引更多外国人到西安
中转，也将让西安成为“中国企业进
入欧洲、欧洲企业进入中国”的最佳
门户。

对航空公司而言，第五航权可以
通过拓展航线网络弥补直航航班客、
货源不足的问题，避免运力浪费，增
加营运收入；为货代企业带来了更多
的货源选择和灵活操作空间，让旅客
在体验异国飞行服务的同时，有机会

获得低价机票。
大韩航空中国区货运总经理

林健昊更关心航线、时刻等具体
问题，他表示，第五航权的开放对
于空港新城、西安和企业都是重
要利好，希望能够利用第五航权
发展壮大。

近年来，空港新城大力发展临空
经济，航空客货运集散能力大幅提
升。预计今年西安机场旅客吞吐量
将突破4500万人次；已开通全货运
航线16条，包含西安——阿姆斯特
丹、芝加哥等5条国际货运航线，构筑
形成“向西开放、向东集散、辐射全
国”航空网络格局，为美光、三星、中
兴等西安大型出口加工制造企业打
通国际物流通道。

“我们会抢抓第五航权开放的

新机遇、乘势而上，努力使西安临空
经济示范区成为‘全球创新型航空
城典范、内陆临空资源配置中枢’，
助力大西安跑出开放发展‘加速
度’！”空港新城党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贺键表示。

据悉，下一步空港新城将加快出
台第五航权实施方案，围绕建枢纽、
优政策、降成本等方面发力，逐步落
实企业需求，开通更多跨洋洲际航
线，引入全球资源汇聚空港，加快建
设大西安国际航空枢纽。

省决策咨询委员谭策吾、郑小
寅，省决策咨询委员、西北大学教授
岳宏志，海航物流集团、长安航旅、亚
洲航空、芬兰航空等相关企业负责人
参加讨论。

马智峰 赵勇

政商学各界在空港新城热议西安开放第五航权

西安交警通报6起典型事故案例

骑自行车上高速
遭遇事故丧了命
为了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文明守法意识，震慑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结合“百日安全行动”

相关主题，昨天下午，西安市交警支队向社会公开曝光了今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6起事故案例，
希望全体交通参与者遵守规则、敬畏法律，与交警一起创造文明、有序、安全的交通环境。

今年10月27日20时50分
许，雷某驾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
沿西铜一级路由南向北行驶到
未央南2公里处时，适逢陈某骑
共享单车沿西铜一级路由北向

南行驶至此。货车与自行车相
撞，致陈某当场死亡，造成重大
交通事故。

经调查，陈某骑非机动车
违反禁令进入高速公路，且

未遵守右侧通行，是造成事
故的直接原因。陈某图一时
方便，却葬送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也为其家庭带来不可
估量的灾难。

骑自行车上高速 遭遇事故丧命

10月10日18时15分许，
王某骑一辆二轮电动车，沿建元
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建元路元朔路
十字北200米人行横道时，将由西

向东步行过马路的高某撞倒致
伤，高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经调查，王某骑电动车车
速过快，行经人行横道没有避

让行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
因。由于电动车未投保，事故
理赔使双方家庭负债累累，王
某还将面临刑事处罚。

骑电动车撞死行人 除赔偿还面临刑责

8月24日1时10分，交警经
开大队指挥中心接警，未央路凤
城七路有一辆黑色大众轿车沿未
央路由北向南行驶，司机有酒后
驾驶机动车嫌疑。1时25分，执
勤交警赶到现场，在未央路凤城

五路、六路之间由南向北车道发
现该车，在示意其停车接受检查
无果后，交警将该车强行拦停，发
现驾驶人已经酒后丧失自控能
力，于是采取强制措施抽血留检。

经司法鉴定检测，驾驶人李

某血液中酒精浓度为273.06mg/
100ml，案发时血醇浓度已达到危
险驾驶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
李某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8月
24日，李某被依法刑事拘留。

醉驾丧失自控能力 司机被警方刑拘

6月14日3时30分，张某某
驾驶一辆白色福克斯牌轿车，沿
未央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未央路
凤城一路十字，被交警经开大队
交警查扣。经司法鉴定检测，张
某 某 血 液 中 酒 精 浓 度 为

104.03mg/100ml，血醇浓度已达
到危险驾驶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张
某某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张某某逃避制裁，屡次传唤均

未到案。6月 27日，交警经开
大队依法对张某某进行网上追
逃。10月17日，张某某被明德
门派出所抓获。10月18日，交
警经开大队依法对张某某刑事
拘留。

醉驾后逃避制裁 司机被警方网上追逃

8月 29日 18时，陕西某某
安保有限公司驾驶员张某某驾
驶客车行驶至凤城八路文景路
十字时，因超员被交警经开大
队三中队交警查扣。经查，该
车辆核载9人，实载33人，属于
严重超员违法。依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交警经开
大队对驾驶人张某某予以严肃
处理，并对该公司法人追究相
关责任。

11月 27日上午 7时，该公
司驾驶员张某驾驶一辆客车在
未央路凤城十路地铁站B口，被

交警经开大队三中队交警查扣，
该车辆核载7人，实载21人，属
于严重超员违法。目前交警经
开大队已对该公司法人和驾驶
员张某依法传唤，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通讯员杨波本报记者李佳

安保公司接连超载 法人与司机均被追责

庭审中，马某民对检察机关指控
自己组织胁迫残疾人进行乞讨来谋取
利益的说法不予认同。他通过手语向
法庭辩称，见到这些被害人后，他都一
一问过他们愿不愿意做这件事，还表
明了不愿意可以回家，但大家都表示
不愿意回去。

“马某梅说她和自己丈夫吵了架，
要离婚，才跑出来的。熊某宝说他家
里人打他，他不想回。张某说他家里
人不喜欢他。杨某加也说自己父母都
不管他，他才出来的。”马某民称，这些
人每天不过乞讨到几十块钱，而自己
为他们花费的钱却不在少数。“我给他
们买衣服买鞋，平时吃饭、住宿、出行
的路费也都是我掏的，他们有时还问
我借钱吃饭。后来杨某加给我 1500
元，说的就是还我之前投入的钱。”至
于为什么要收取这些被害人的证件和
手机，马某民则称，为了出去玩的时候
方便，统一保管。

“我真的没有害他们。”马某民反
复强调这句话。但公诉机关却出示了

一组证据，证据显示，该团伙确实对这
些残疾被害人立下了数条“规矩”，胁
迫他们乞讨。

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庭审，莲湖
法院最终以组织残疾人乞讨罪，判处
被告人马某民、杨某加有期徒刑2年
又2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被告人张
某翠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3000元；
被告人马某梅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
金1000元；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9个
月，并处罚金500元。

另据三秦都市报记者之前从办案
民警处了解到，这些被告人靠受害人
的乞讨所得，过着挥霍奢侈的生活。
而令人痛惜感叹的是，因几名受害人
均年纪较小（最小的仅15岁，最大的
也才21岁），又皆是聋哑人，缺乏与社
会交流，还从小生长在穷困偏僻的地
区，认知有限，轻易地被这些被告人

“洗了脑”，甚至有人在被警方解救时，
还觉得对方是好人，是在给自己提供

“工作机会”。
本报记者张晴悦

我省首例组织残疾人乞讨案昨宣判

5聋哑人被告分别获刑

以介绍工作为名，多次从外地将聋哑人骗至西安逼其乞讨（详见
10月1日本报A4版）。因为案件中的5名嫌疑人也均是聋哑人，一
度引发热议。昨天，该案在西安市莲湖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5名被
告人分别获刑。三秦都市报记者了解到，这是我省首例组织残疾人
乞讨案。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2017年12月
至2018年3月间，被告人马某民、杨某
加、张某翠结成恶势力团伙，先后将马
某梅、张某、熊某宝、陈某财、乔某鑫、
陈某霞、陈某月、仓某志、朝某太9名
聋哑残疾人，以介绍工作为由骗至西
安，组织其进行乞讨以牟利。3人中，
杨某加主要负责从甘肃、青海等地寻
找残疾人，将他们骗离居住地，交到马
某民、张某翠手里，马某民、张某翠负
责将他们带到西安乞讨。

在西安，马某民等3人往往会收
走被害人的身份证及手机，制定规矩，
对其加以控制，要求这些被害人每天
在钟鼓楼广场附近进行乞讨，当天晚
上上交乞讨所得。

这期间，由杨某加从西宁骗来的
马某梅、张某也参与了对乞讨人员的
管理。乞讨所得先期交给马某梅，后
交给杨某加，最终交予马某民。除部
分乞讨收入用于生活花费外，杨某加
交给马某民1500元。而被害人若不
好好工作或未完成当日乞讨任务，杨

某加、马某梅、张某等便会对其进行训
斥，杨某加还拿刀威胁要切被害人的
手指。

今年3月15日，因被害人陈某月
不服从管理，张某翠指使杨某加、张某
将陈某月带至唐延路附近遗弃。陈某
月在民警的帮助下，经救助站返回原
籍。其家属得知情况后，联系其余部分
被害人家属，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
向公安莲湖分局报案。3月22日，杨某
加、马某梅、张某被抓获。4月9日，张
某翠被抓获。5月7日，马某民向甘肃
省广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投案。

指控 5人团伙胁迫聋哑人乞讨

庭审现场 本报记者李宗华摄

庭审 被告人手语辩称“是他们自己不愿回家”

小区内醉驾还打架 司机危险驾驶被刑拘
7月7日1时03分，赵某驾

驶一辆新能源轻型厢式货车,沿
白桦林间小区内部道路行驶至
小区地下停车场入口时，与小区
保安发生争执打架。小区物业报

警后，经交警经开大队与明光路
派出所民警调查，发现驾驶人赵
某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

经司法鉴定检测，赵某血液
中酒精浓度为189.83mg/100ml，

已达到危险驾驶标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
三条之规定，赵某行为已构成危
险驾驶罪。7月11日，赵某被依
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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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用好西安开放第五航权
的利好政策，12月 5日，西咸新区
空港新城召开第五航权研讨会，特
邀20余名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
会，群策群力加快西安国际航空枢
纽建设。

11月23日，国务院正式“赋予
西安机场行使第五航权”，并要求“进
一步加大对西安航空物流发展的支
持力度”。

据了解，第五航权是指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
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三国装载
客、货的许可，允许它中途经停，并且
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被业界誉为最
具经济实质意义的航权。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
主任王瀚认为，第五航权将为西安带

来新机遇，他建议明确西安打造“中
欧航空枢纽”城市定位，大力宣传第
五航权等开放优势，允许和鼓励国外
航空公司在西安设立基地。

针对第五航权的“双向”特征，西
安交通大学自贸区研究院服贸中心
主任冯宗宪提出，要充分发挥西安
咸阳国际机场中转港、枢纽港的战
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充分利用空港
新城“保税＋自贸＋临空＋跨境＋
口岸”的叠加优势，在顶层设计、招
商引资、政策配套和体制机制四方
面持续发力。

2003年，我国首次对外国航空
公司开放第五航权。目前，北京、上
海、广州、海口、天津、南京、银川、郑
州、鄂尔多斯、满洲里等都已开放第
五航权，是推动我国从航空运输大国

转为航空运输强国的有力举措。
紧抓机遇、出台相关政策，以货

运为突破口，大力发展航空物流，成
为机场海关、西部机场集团、专家学
者等政商学界与会代表的共识。

丝路航空项目CEO塞姆·卡尼
古拉里对此深有感受，他说，西安是
世界级的文化和旅游城市，第五航权
的开放，可以吸引更多外国人到西安
中转，也将让西安成为“中国企业进
入欧洲、欧洲企业进入中国”的最佳
门户。

对航空公司而言，第五航权可以
通过拓展航线网络弥补直航航班客、
货源不足的问题，避免运力浪费，增
加营运收入；为货代企业带来了更多
的货源选择和灵活操作空间，让旅客
在体验异国飞行服务的同时，有机会

获得低价机票。
大韩航空中国区货运总经理

林健昊更关心航线、时刻等具体
问题，他表示，第五航权的开放对
于空港新城、西安和企业都是重
要利好，希望能够利用第五航权
发展壮大。

近年来，空港新城大力发展临空
经济，航空客货运集散能力大幅提
升。预计今年西安机场旅客吞吐量
将突破4500万人次；已开通全货运
航线16条，包含西安——阿姆斯特
丹、芝加哥等5条国际货运航线，构筑
形成“向西开放、向东集散、辐射全
国”航空网络格局，为美光、三星、中
兴等西安大型出口加工制造企业打
通国际物流通道。

“我们会抢抓第五航权开放的

新机遇、乘势而上，努力使西安临空
经济示范区成为‘全球创新型航空
城典范、内陆临空资源配置中枢’，
助力大西安跑出开放发展‘加速
度’！”空港新城党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贺键表示。

据悉，下一步空港新城将加快出
台第五航权实施方案，围绕建枢纽、
优政策、降成本等方面发力，逐步落
实企业需求，开通更多跨洋洲际航
线，引入全球资源汇聚空港，加快建
设大西安国际航空枢纽。

省决策咨询委员谭策吾、郑小
寅，省决策咨询委员、西北大学教授
岳宏志，海航物流集团、长安航旅、亚
洲航空、芬兰航空等相关企业负责人
参加讨论。

马智峰 赵勇

政商学各界在空港新城热议西安开放第五航权

西安交警通报6起典型事故案例

骑自行车上高速
遭遇事故丧了命
为了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文明守法意识，震慑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结合“百日安全行动”

相关主题，昨天下午，西安市交警支队向社会公开曝光了今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6起事故案例，
希望全体交通参与者遵守规则、敬畏法律，与交警一起创造文明、有序、安全的交通环境。

今年10月27日20时50分
许，雷某驾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
沿西铜一级路由南向北行驶到
未央南2公里处时，适逢陈某骑
共享单车沿西铜一级路由北向

南行驶至此。货车与自行车相
撞，致陈某当场死亡，造成重大
交通事故。

经调查，陈某骑非机动车
违反禁令进入高速公路，且

未遵守右侧通行，是造成事
故的直接原因。陈某图一时
方便，却葬送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也为其家庭带来不可
估量的灾难。

骑自行车上高速 遭遇事故丧命

10月10日18时15分许，
王某骑一辆二轮电动车，沿建元
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建元路元朔路
十字北200米人行横道时，将由西

向东步行过马路的高某撞倒致
伤，高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经调查，王某骑电动车车
速过快，行经人行横道没有避

让行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
因。由于电动车未投保，事故
理赔使双方家庭负债累累，王
某还将面临刑事处罚。

骑电动车撞死行人 除赔偿还面临刑责

8月24日1时10分，交警经
开大队指挥中心接警，未央路凤
城七路有一辆黑色大众轿车沿未
央路由北向南行驶，司机有酒后
驾驶机动车嫌疑。1时25分，执
勤交警赶到现场，在未央路凤城

五路、六路之间由南向北车道发
现该车，在示意其停车接受检查
无果后，交警将该车强行拦停，发
现驾驶人已经酒后丧失自控能
力，于是采取强制措施抽血留检。

经司法鉴定检测，驾驶人李

某血液中酒精浓度为273.06mg/
100ml，案发时血醇浓度已达到危
险驾驶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
李某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8月
24日，李某被依法刑事拘留。

醉驾丧失自控能力 司机被警方刑拘

6月14日3时30分，张某某
驾驶一辆白色福克斯牌轿车，沿
未央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未央路
凤城一路十字，被交警经开大队
交警查扣。经司法鉴定检测，张
某 某 血 液 中 酒 精 浓 度 为

104.03mg/100ml，血醇浓度已达
到危险驾驶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张
某某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张某某逃避制裁，屡次传唤均

未到案。6月 27日，交警经开
大队依法对张某某进行网上追
逃。10月17日，张某某被明德
门派出所抓获。10月18日，交
警经开大队依法对张某某刑事
拘留。

醉驾后逃避制裁 司机被警方网上追逃

8月 29日 18时，陕西某某
安保有限公司驾驶员张某某驾
驶客车行驶至凤城八路文景路
十字时，因超员被交警经开大
队三中队交警查扣。经查，该
车辆核载9人，实载33人，属于
严重超员违法。依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交警经开
大队对驾驶人张某某予以严肃
处理，并对该公司法人追究相
关责任。

11月 27日上午 7时，该公
司驾驶员张某驾驶一辆客车在
未央路凤城十路地铁站B口，被

交警经开大队三中队交警查扣，
该车辆核载7人，实载21人，属
于严重超员违法。目前交警经
开大队已对该公司法人和驾驶
员张某依法传唤，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通讯员杨波本报记者李佳

安保公司接连超载 法人与司机均被追责

庭审中，马某民对检察机关指控
自己组织胁迫残疾人进行乞讨来谋取
利益的说法不予认同。他通过手语向
法庭辩称，见到这些被害人后，他都一
一问过他们愿不愿意做这件事，还表
明了不愿意可以回家，但大家都表示
不愿意回去。

“马某梅说她和自己丈夫吵了架，
要离婚，才跑出来的。熊某宝说他家
里人打他，他不想回。张某说他家里
人不喜欢他。杨某加也说自己父母都
不管他，他才出来的。”马某民称，这些
人每天不过乞讨到几十块钱，而自己
为他们花费的钱却不在少数。“我给他
们买衣服买鞋，平时吃饭、住宿、出行
的路费也都是我掏的，他们有时还问
我借钱吃饭。后来杨某加给我 1500
元，说的就是还我之前投入的钱。”至
于为什么要收取这些被害人的证件和
手机，马某民则称，为了出去玩的时候
方便，统一保管。

“我真的没有害他们。”马某民反
复强调这句话。但公诉机关却出示了

一组证据，证据显示，该团伙确实对这
些残疾被害人立下了数条“规矩”，胁
迫他们乞讨。

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庭审，莲湖
法院最终以组织残疾人乞讨罪，判处
被告人马某民、杨某加有期徒刑2年
又2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被告人张
某翠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3000元；
被告人马某梅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
金1000元；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9个
月，并处罚金500元。

另据三秦都市报记者之前从办案
民警处了解到，这些被告人靠受害人
的乞讨所得，过着挥霍奢侈的生活。
而令人痛惜感叹的是，因几名受害人
均年纪较小（最小的仅15岁，最大的
也才21岁），又皆是聋哑人，缺乏与社
会交流，还从小生长在穷困偏僻的地
区，认知有限，轻易地被这些被告人

“洗了脑”，甚至有人在被警方解救时，
还觉得对方是好人，是在给自己提供

“工作机会”。
本报记者张晴悦

我省首例组织残疾人乞讨案昨宣判

5聋哑人被告分别获刑

以介绍工作为名，多次从外地将聋哑人骗至西安逼其乞讨（详见
10月1日本报A4版）。因为案件中的5名嫌疑人也均是聋哑人，一
度引发热议。昨天，该案在西安市莲湖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5名被
告人分别获刑。三秦都市报记者了解到，这是我省首例组织残疾人
乞讨案。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2017年12月
至2018年3月间，被告人马某民、杨某
加、张某翠结成恶势力团伙，先后将马
某梅、张某、熊某宝、陈某财、乔某鑫、
陈某霞、陈某月、仓某志、朝某太9名
聋哑残疾人，以介绍工作为由骗至西
安，组织其进行乞讨以牟利。3人中，
杨某加主要负责从甘肃、青海等地寻
找残疾人，将他们骗离居住地，交到马
某民、张某翠手里，马某民、张某翠负
责将他们带到西安乞讨。

在西安，马某民等3人往往会收
走被害人的身份证及手机，制定规矩，
对其加以控制，要求这些被害人每天
在钟鼓楼广场附近进行乞讨，当天晚
上上交乞讨所得。

这期间，由杨某加从西宁骗来的
马某梅、张某也参与了对乞讨人员的
管理。乞讨所得先期交给马某梅，后
交给杨某加，最终交予马某民。除部
分乞讨收入用于生活花费外，杨某加
交给马某民1500元。而被害人若不
好好工作或未完成当日乞讨任务，杨

某加、马某梅、张某等便会对其进行训
斥，杨某加还拿刀威胁要切被害人的
手指。

今年3月15日，因被害人陈某月
不服从管理，张某翠指使杨某加、张某
将陈某月带至唐延路附近遗弃。陈某
月在民警的帮助下，经救助站返回原
籍。其家属得知情况后，联系其余部分
被害人家属，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
向公安莲湖分局报案。3月22日，杨某
加、马某梅、张某被抓获。4月9日，张
某翠被抓获。5月7日，马某民向甘肃
省广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投案。

指控 5人团伙胁迫聋哑人乞讨

庭审现场 本报记者李宗华摄

庭审 被告人手语辩称“是他们自己不愿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