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交通关注交通

2018年3月14日 星期三
交通热线 通联部主办

责编 / 小理 版面 / 王蔚霞 校对 / 梅梅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14A

晚报开始派发微信报料红包啦！如果
你遇到新鲜事、突发事、感人事，请你给晚报
提供线索，一经采用，将获得30元至200元
的大额微信红包。欢迎通过四种方式和我
们互动：

●手机拍摄到的视频、图片发送至手机
18609717257，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
125015458（微信用户名：建文），申请添加
时，验证栏请注明“晚报热线”；

●相机拍摄的图片发送至电子邮
123tonglianbu@163.com；也可以添加我们
的微信号125015458（微信用户名：建文），
申请添加时，验证栏请注明“晚报热线”；

●也可拨打联系电话 8244000 或
8244111直接呼叫记者。

反映内容务必真实，不得有假哦！出行参考出行参考

现场抓拍

3 月 12 日晚，王师傅驾车在美丽水
街发生碰撞，且撞坏了路边的护栏。王
师傅通过晚报交通热线询问，像他这种
情况能否走快速理赔程序？他的车在城
北区出的交通事故，而家住城西区，能不
能就近办理？

记者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事故处理
大队快速理赔中心获悉，我市每天都有
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为切实解决长
时间占用道路资源造成交通拥堵这一难
题，2015年西宁市出台的《西宁市机动车
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速理赔处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有效地缓解了因轻微
事故造成的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减少了
群众办事环节。

什么是轻微道路交通事故什么是轻微道路交通事故？？
市区道路上，两车或两车以上发生

碰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仅造成轻微财
产损失（单车车辆损失交强险在2000元
以下、商业险在10000元以下），车辆可自
行移动的交通事故（如前后保险杠损坏、
大小灯损坏、倒车镜损坏、车身撞击凹凸
等）。

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怎么办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怎么办？？
事故双方当事人停车查看损坏情

况，并作出初步判断；与对方驾驶人互查
驾驶证、行驶证、保险凭证，自行协商快
速处理；用摄像机、照相机或手机对事故
现场全景和损坏部位进行拍照固定，或
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供行车记录仪证
据资料；迅速撤离现场恢复交通；立即向
各自的保险公司报案；双方各自驾驶自
己的损坏车辆到快速理赔中心办理理赔
事宜；通过西宁智慧交通APP平台上传
照片、录像，交警快速划分事故责任，出
具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

四处快速理赔点都在哪四处快速理赔点都在哪？？
四处快速理赔点分别在城东区八一

西路 43 号、城中区龙泰路、城西区名城
巷、生物园区纬二路。

为方便群众就近处理交通事故，从
今年开始，4个区的快速理赔不分管辖范
围，均受理轻微交通事故。需要注意的
是，交通事故中有人员伤亡或公共设施
损坏或单车损失超过2000元以上的，需
向辖区公安交警部门报警；双方达成快
速理赔协议的，必须在24小时内驾车到
理赔中心立案；夜间（零时到次日 6 时）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需要快速理赔的双

方当事人必须向各
自 的 保 险 公 司 立
案。 记者曙光

近日，一些市民致电晚报热线询问出
租车计价收费问题，许多市民搞不清楚不
同类型出租车收费标准到底是不是一样
的？希望晚报记者帮忙解答一下。

带着市民们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市公路
运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我市
目前共有三种类型的出租车，分别为绿色
车体的普通出租车、蓝色车体的新能源出
租车、电召出租车。

●绿色车体的普通出租车和蓝色车体
的新能源出租车收费标准一样

绿色车体的普通出租车的出租汽车起

步价为8元（包含3公里），当时速达到每小
时12公里以上，超过3公里时出租车每公
里计价金额为 1.6 元；当时速处于每小时
12公里以下时（堵车时段），计价器除正常
按公里数计价外，还要向乘客增收每分钟
0.32元的营运候时费；每天17时至20时为
营运高峰期，若出租车的时速处于12公里
以下，其营运候时费也会相应增加至每分
钟0.48元（营运候时费均四舍五入计算）；
晚间23时至次日早晨6时会产生夜班补贴
每公里0.3元；如果出租车需要进入小区、
停车场等人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费用，由乘

客本人负责。据了解，西宁城通交通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负责试运行的蓝色车体的新
能源出租车计价标准与普通出租车一致。

●电召出租车收费标准
随后，记者采访西宁城通电召公司了

解到，电召出租车收费标准为：起步价 15
元，电召服务费为 5 元/次，20 元包含 3 公
里，超过3公里每公里加收1.8元，超过10
公里每公里2.7元，晚上22 时以后每公里
费用增加为
2.7 元 。 记
者 史益竹

近日，有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线，想了解夜班公交
车具体的运行路线和时间，希望热线给予解答。

记者从西宁公交集团运行管理部了解到，目前正
常运行的夜班车有6条线，具体的停靠站点及发车时
间如下：

●501路停靠站点：火车站--省医院--省医院路
口--武警医院--广济路口--省军区--五一路口--
中医院--三角花园--中心广场（北）。首班车21：10
分、末班车23：50分由主站火车站发车，副站中心广场
（北）的首末班发车时间为21：40分、次日0：20分。

●502路停靠站点：中心广场（北）--西门--大十
字--湟光--北小街口--东梢门--西宁大厦--杨家
巷--德令哈路口--康西路口（下行停）--康乐--曹
家寨--曹家寨东--博雅路北口--青海民族大学--
虹桥大厦--十里铺--十里铺东--十里铺小学--陆
军第四医院--上乐家湾--下乐家湾--团结桥。首班
车21：10分、末班车次日0：00分由主站中心广场（北）
发车，副站团结桥的首末班发车时间为21：55分、次日
0：45分。

●503路停靠站点：三角花园--中心广场（北）--
五岔路口--气象巷--现代妇产医院--新宁广场--
五四西路口--杨家寨--虎台小区北口--省邮政大
楼--师范大学--五四西路西口--五四二桥西--海
湖中学--文景南街--新华联广场--万达广场--财
富中心--文成路口--通海路口--桃李小学。首班车
21：00分、末班车23：40分由主站三角花园发车，副站
桃李小学首末班发车时间为21：40分、次日0：20分。

●504路停靠站点：三角花园--中心广场（北）--
五岔路口--同仁路口--西宁浴池--交通巷北口--
人民公园--小桥--小桥北站--沈那中学（下行
停）--宁张路--北杏园--幸福城小区--天津路
中--万佳家博园--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帝景花
苑--经二路中--青藏博物馆--经二路北--青海明
胶--刘家沟桥（生物园区）。首班车21：20分、末班车
0：00分由主站三角花园发车，副站生物园区首末班发
车时间为22：00分、次日0：40分。

●505路停靠站点：中心广场（北）--昆仑桥--南
山路西口--六一桥东--南川西路客运站--东台市
场--尕庄--尕庄南--海山--沈家寨--南川公交小
区--南川商场--红光（青运集团）--兴旺巷口--市
第八中学--水磨--水磨南巷--逯家寨北--逯家
寨--逯家寨南--华盛路口（下行停）--奉青路口--
南京路十字--南京路中--人民广场--城中区政府。
首班车20：00分、末班车23：20分由主站中心广场（北）
发车，副站城中区政府首末班发车时间为20：50分、次
日0：10分。

●506路停靠站点：新宁广场西--盐湖巷口--人
民公园--小桥十字西--海湖桥东--建设巷口--海
湖桥西--盐庄东--盐庄--盐庄西--马坊东--马
坊--马坊西--西杏园--杏园村--杏园西--三其
东--三其--三其西。首班车21：20分、末班车23：50
分由主站新宁广场西发车，副站三其西首末班的发车
时间为21：55分、次日0：25分。

据了解，目前共有 31 台公交车参与夜班运行，
6 条夜班线路已经涵盖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客
流，由于夜班车的上座率不高，暂时还没有增加线
路的计划，公交集团会按照客流的变化，对各线路
运 行 车 辆 进 行 增 减 调
剂 ，方 便 夜 间 市 民 出
行。

记者 晓峰

一段时期以来，有不少市民致电
晚报交通热线，反映自己对道路临时
停车的相关规定不甚清楚，一不小心
就会挨罚，希望通过晚报了解详细规
定，以便规范今后的停车行为。

据此，记者咨询了市公安交通管
理局工作人员并查看了《道路安全法
实施条例》相关内容，现就机动车在
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的规定整
理如下，供驾驶员们参考遵循。

●公交专用道（东起火车站综合
枢纽的公交汽车站，途经滨河路、建
国路、七一路、长江路、五四大街、五
四西路，西至海湖新区的府汉路）内
黄色网状线内不能停车上下客（包括
出租车和私家车）；在道路边的道牙
石上施划了绿黄相间的路段以及在
公交港湾处施划的白色临停泊位内，
车辆可以即停即走，不允许长时间停
车等待，前端泊位允许单辆出租车临
停即离，后端泊位允许单辆其他车辆

临停即离，要求入位停靠上下乘客，
做到即停即驶，不允许车辆长时间停
放、候客。

●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
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
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
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

●交叉路口、急转弯、宽度不足4
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
上述地点 50 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
车。

●公共港湾内不得停车。
●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门

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 30 米以内的路
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车辆以外，其
他车辆均不得停车。

●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
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
和行人通行。

●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
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
者装卸物品后，立即驶离。

●公交车不得在站点以外的路
段停车上下乘客。

记者 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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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段半幅通行。

●G213 国道策磨线祁连至马匹寺路
段，97公里至130公里因公路改建工程半
幅通行，过往车辆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G214 国道西澜线 379 公里至 429 公里
（长石头山）、1026 公里 750 米（俄亚拉垭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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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尕麻至友谊桥段，397 公里至 401
公里路段有积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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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过往车辆避免在此处
停车；平安至赛尔龙段，8 公里至 15 公里
多处路基沉降，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G345国道启那线多拉马康至查乌拉省界
段，17公里路段半幅通行；82公里至83公

里长拉山隧道路段路
面施工，半幅通行；西
宁至久治段，789 公里

隆格山、826 公里至 926 公里部分路段路
面积雪。●S202 省道循大线平安至大力
加山段，35 公里 500 米至 600 米半幅通
行。●S219省道花久线39公里至42公里
929 米（玛积雪山）路面有积雪。●S306
省道官哈线 86 公里 650 米至 119 公里 800
米全线限速 30 公里每小时，禁止单轴 10
吨以上，货车总重 20 吨以上以及三轴以
上大型车辆通行。

记者 建文

近日，市公安交管局二大队对辖区非机动车交通
违法突出问题进行了整治，对非机动车在禁行路段行
驶、不戴头盔、随意变道、抢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图为交警在南大街与南关
街路口对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微友 焦静 摄

三种出租车有两种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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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边临时停车也有规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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