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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20日起，我市新能源车辆正式启
用专用号牌，市民对专用号牌的投放非常
关注。记者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
所海湖分所民警处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
79台新能源车安装了新能源专用号牌。

据介绍，新能源汽车主要包括纯电动
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
车。而有些车辆虽然是油电混合动力，但
是因不外带插电孔，这种车辆不属于新能
源汽车。新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办理注册登
记的，可以直接到市公安交管局车辆管理
所海湖分所申请专用号牌，申领条件、程序
和要求与普通汽车号牌相同。已经登记的
新能源汽车，按照自愿换领的原则，由车主
自主选择是否换领新式号牌，也可以继续
使用原普通汽车号牌。新能源汽车的年度
检验和正常的燃油类机动车年度安全技术
检验有效期是一致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六
年内免检，但每两年仍需到车辆管理所或
各交通服务站领取免检合格标志。

昨日，记者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
管理所海湖分所民警处了解到，新能源汽
车具有节能、低碳、环保的优势，每次充电
后的运行距离在200公里左右，而且其动力
和普通汽车的动力一样，并不像大家认为
的会受到高原气候影响，存在动力不足的
情况。据介绍，从上月20日至29日，已安
装新号牌的新能源车辆有79台，其中大轿
车（包括公交车）54 台、中巴车 10 台、私家
车15台。以后会对已经安装了蓝色号牌和
黄色号牌的新能源公交车号牌也要进行逐
步更换。

据悉，因一些市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
知度不高，加上一些配套服务不健全，是制
约新能源车辆发展的主要原因。

记者 晓峰

每天在健身步道上，步行或骑
着公共自行车健身的市民越来越
多。可是有市民向晚报热线反映
说，竟然有机动车驶上健身步道让
健身的市民非常反感。

微友“曼巴之魂”反映说，我市
在湟水河两岸建设的健身自行车
道的路面铺有红色塑胶，是广大徒
步健身爱好者的好去处，也是自行
车爱好者首选的骑行线路。可是
却有机动车驶上了健身步道。市
民张先生说，他经常骑着健身自行
车在绿道内骑行健身，他发现在滨
河西路原本机动车禁入的健身步
道最近一段时间有机动车驶入，有
的驾驶人甚至把健身步道视为停
车场，在健身步道上任意停放车

辆，全然不顾行人和骑行者的安
全，埋下了安全隐患。

接到市民反映后，记者在滨河
北路看到，大部分路段健身步道和
人行道中间都有石质护栏隔离
开，人行步道的几个出入口也都
设置了隔离栏，但是有一个出入口
有十多米宽口子没有隔离护栏，车
辆从这里可以沿着坡道驶入健身
步道中。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湟水流域
（西宁段）综合治理委员会，据相关
工作人员说，他们将前往现场进行
查看，根据情况进行处理，在出入
口处设置隔离桩防止车辆进入。

记者 建文 报道
微友 曼巴之魂 供图

近期，不少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线，
反映交通巷与交通东、西巷十字路口由于
没有红绿灯动不动就堵车，遇高峰期时更
是堵得厉害，并且经常发生剐蹭事件，令
司机头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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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张先生说，交通巷与交通东、西
巷十字路口虽然不在市区的主干道上，但
是四个方向四通八达、车流量非常大。他
因为在临近十字路口的一个医院里上班，
所以每天必经此路，该处的堵车已经成了
他驾车上班最烦恼的一件事情。由于没
有设置红绿灯，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行驶
的车辆在这个路口交会时往往一下子就
集中在了一起，即使一个方向的某辆车想
要往后面退回去一点也会被后面赶上前
来的车辆堵住了，高峰期的时候四个方向
的车辆都汇聚到该路口，这条路一下子就
被堵死了，必须得交警前来疏通才能恢复
正常通行。所以，市民非常希望该路口能

够安装一个红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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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记者来到该十字路口，看到该
处确实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十字
路口两侧有商铺、饭馆，还有一个大型医
院。这里的车流量相对较大，各个方向均
可通行。而且在十字路口通往四条道路
上，每条道路的一侧都设有一个道路临时
停车场，占据了一定的路面。没有红绿灯
的指示，高峰期时该路口很容易发生拥
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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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记者采访了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的相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
将市民的意见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该十
字路口最终是否适合安装红绿灯还需要
进行实地考察后才能确定。 记者 楚楚

连日来，晚报交通热线接到一些市民反
映，西川桥下没有电子抓拍，许多车晚上从西
川桥经过时都不管不顾地闯红灯，非常危
险。市民王先生说，西川桥位于柴达木路，他
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西川桥，白天还好一到
晚上车辆在此随意闯红灯的非常多，因为夜
间人少所以车速飞快，很多车辆行驶至此都
对红灯视而不见，直接快速驶过让人心惊胆
战。“就是因为这里没有电子抓拍，很多车辆
才会如此肆无忌惮。”王先生说，他建议交通
部门应该考虑在此安装电子抓拍，这样车辆
不敢随意闯红灯就会安全许多。

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上月30日记者来
到现场，看到柴达木路西川桥下由西向东方
向设置有红绿灯分别管控直行和右转，乱闯
红灯的现象主要发生在直行车道，一些公交
车和小轿车在直行信号显示红灯时仍加速通
过。

随后，记者将该情况反映至市公安交通
管理局四大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处的车
辆通行情况主要由西川检查站负责，接到反
映后他们会结合西川检查站的检查结果，上
报至交警支队和信息科，届时开会研讨，到底
需不需要安装电子抓拍。 记者 史益竹

昨日记者从省公路网运行监测与应
急处置中心获悉，我省多条道路部分路段
路面有积雪、积冰，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
全。

●G109国道京拉线1890公里至1899
公里、1907公里至1908公里路段路面有少
量积冰，路面湿滑。●G213国道策磨线二
指哈拉山至马匹寺段，138公里至146公里
大冬树山路段路面有积雪积冰。平安至
赛尔龙段，68公里至155公里阴山路段路
面有积冰。●G214 国道西澜线 142 公里
315米至318公里154米、488公里950米至
601公里550米路段路面有积雪。●G227
国道张孟线西宁至张掖段，58公里600米
宝库乡附近山体易发生落石，过往车辆注

意观察，避免停车。西宁至张掖段，175公
里至187公里、204公里至209公里阴山路
面有积雪。●G310国道连共线青海湖至
关门段8公里300米狐跳峡路段易发生塌
方落石，过往车辆避免在此处停车；平安
至赛尔龙段 5 公里至 20 公里坎布拉景区
路段路面积雪。●S202 省道循大线平安
至大力加山段，33 公里至 174 公里 500 米
部分阴山路段路面有积冰。●S219 省道
花久线花石峡至上贡麻段，28公里至42公
里929米路段路面积雪。

记者 建文

近段时间，不少出租车司机致电晚报交
通热线反映，我市实行的出租车自动机打发
票，这对于规范出租车收费、提高服务水平具
有一定的意义，但很多人并不愿意索要机打
发票，让发票成了一纸废票，希望热线给予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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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马师傅说，自去年 9 月份开
始，只要乘客一上出租车，发票就会自动打
印，可是乘客大都懒得拿，除非有报销的情况
才会主动索要发票。因此运行近 4 个月以
来，他们在清洁出租车的时候又多了一项工
作，那就是处理每天的机打发票。“很多人嫌
麻烦，不愿拿，还有的人下了车揉成一团，随
手一扔。”出租车司机马师傅说。每天晚上收
车的时候，车里打出的机打发票就会有一沓，
都会被当做垃圾一样处理掉，浪费不说，让他
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被处理掉的废票有可
能出现在非法营运车辆上。出租车司机王师
傅说，一张张机打发票连在一起，最长的近两
米，副驾驶位置的工具箱内塞满了机打发
票。不到两天就能打完一卷纸，每卷成本2.2
元，这样也太浪费了！采访中，大部分出租车
司机认为，一卷发票虽然钱不多，但这种浪费
应该引起重视。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现状：：：：：：：：：：：：：：：：：：：：：：：：：：：：：：：：：：：：：：：：：：：：：：：：：：：：：：：：：：：：：：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九成以上不索要发票

记者上街采访时发现，一百个乘客里面
只有两三个乘客索要发票。尽管乘客不需要
发票，但是机打发票系统照样会出票，出租车
司机也为此想出对策--在机打发票系统里
面不装纸，遇有索要发票的乘客就给以前的
旧票，遭到乘客投诉，出租车司机就会受罚，
所以即便浪费，很多出租车司机还是让机打
发票系统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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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运管处工作人员称，由于许多乘客乘
坐出租车不要出租车发票，也不记车号，丢失
物品就很难查找。根据有关规定，出租车司
机必须主动向乘客提供出租车专用发票。发
票是乘客和出租车之间建立合同关系的有效
凭证，发票上有乘客乘车的时间、运营路程、
收费金额等信息，一旦发生乘客将物品落在
出租车上或是出租车司机绕道、宰客等情况，
乘客就可持发票维权，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记者 曙光

近日，热心微友“雨后的彩虹”于上
月21日晚8点多和上月27日晚10点多
钟，分别在南小街和大十字拍到了悬挂
青 AT0262 号牌的两辆出租车，一辆是
丰田花冠，一辆是大众捷达。记者从市
运管处出租车管理科工作人员处了解
到，青AT0262的注册车型为大众捷达，
现有资料显示丰田花冠可能是套牌

车。发现自己的出租车被套牌后，车主
应提供相应材料报案，运管部门会加大
稽查力度对套牌出租车进行整治。

微友 雨后的彩虹 摄

图为一辆面包车在健身
步道上行驶的情景。

出租车机打发票遇冷司机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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