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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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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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维也纳小区住户致电晚报热线反映，他在
该小区内办理的停车卡，停用了几个月后再次使用
时，物业要求其必须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重新启用，
住户对此十分不解，希望晚报予以关注。

居民反映

孙先生说，2014年物业贴出通知，开始办理停车
卡，一个月120元的停车费用，他是2017年12月办理
的。今年2月份他姐姐生孩子，需要他去照顾，一直
照顾姐姐到今年9月份，这期间一直没有在小区内
停车，前几天孙先生回来后，发现停车卡不能正常使
用了，他找到物业询问得知，孙先生得补交8个月的
停车费960元，才能继续停车。物业工作人员告诉
他，开始办卡时就贴出过通知，一段时不停车就必须
去物业报停。一听这话，孙先生纳闷了，自己没停车
却要补交这么高额的停车费，他办理停车卡时根本
就不知情，物业没有尽到告知义务。

物业说法

带着孙先生的疑问，记者采访到了维也纳小区
的物业负责人，她解释说，小区内办理了停车卡的业
主如果一段时间内不停车，是需要到物业报停的，如
果不报停三个月内系统将自动删除停车卡的相关信
息，必须重新交费激活才可使用，对于孙先生来说，
可以从8个月减至3个月，但孙先生并不认可。

律师说法

物业的这种行为是否符合规定？青海延辉律师
事务所负责人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
六条孙先生从今年2月份至9月份没有停车，物业公
司不应当收取停车费。物业公司内部规定：一段时
间内不停车，需要到物业公司报停，但没有将此规定
通过业主委员大会或显目张贴的形式及时告知业主
存在一定过错，因此，根据孙先生和物业公司之间形
成的保管合同法律关系，从2月份至9月份没有停车

的时间段内，物业公司
不应当收取停车服务
费。 记者 史益竹

近日有市民反映，城北区的兴贸路上
许多社会车辆沿马路两侧并排停放，导致
兴贸路六车道变两车道，引发交通堵塞。

据市民张先生反映说，兴贸路上路两
边各种车辆每天都是随意停放，乱停车辆

将 道 路 两 边 占
据，有的路段大
货车并排停放在
机动车道上，将
双向六车道的道
路变成两车道，
高峰期道路异常
拥堵，严重影响
了 居 民 出 行 生
活。

10 月 8 日下
午记者到现场进
行查看，发现南
北走向的兴贸路
两边五六百米的

距离都有停放的车辆，大部分车辆直接停
放在机动车道上，在一些汽车修理铺前面，
进行维修的十几米长的大货车并排停放在
机动车道上，让原本很宽敞的双向六车道
直接变成了两车道，给过往的车辆通行造

成不便。据附近的市民说，这条路上有几
个大型停车场，每天都有很多的大货车进
出，一些大货车出车前需要对轮胎进行检
测维修，经常并排停放在修理铺的前面，将
道路堵塞。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四大队西川中队，据工作人员答复说，兴贸
路上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时有发生，他们
也接到过许多市民的举报，前段时间他们
联合城北区城管局进行过一次整顿，每天
都有交警不定时巡逻、抓拍，可是还是有一
些司机不自觉，等交警一走就在机动车道
上乱停，他们将再次联合城北区城管局加
强管理，并对修理铺的经营者进行告诫，修
理汽车时不要让车辆并排停放在机动车道
上。

记者 建文 微友 张立昌供图

机动车驾驶人哪些
违法行为一次记 6 分，你
知道吗？记者从相关部
门获悉，以下14种违法行
为一次记6分。

（一）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
动车的；

（二）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
通行的；

（三）驾驶营运客车（不包括公共汽
车）、校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20%的，或
者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
20%以上的；

（四）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

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20%的；
（五）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
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或者驾驶其他机动
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
的；

（六）驾驶货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
30%以上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

（七）驾驶营运客车以外的机动车在高
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的；

（八）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
快速路上遇交通拥堵，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行驶的；

（九）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驾驶机动
车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行驶的；

（十）驾驶机动车
运载超限的不可解体
的物品，未按指导的
时间、路线、速度行驶

或者未悬挂明显标志的；
（十一）驾驶机动车载运爆炸物品、易

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
物品，未按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或
者未悬挂警示标志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的；

（十二）以隐瞒、欺骗手段补领机动车
驾驶证的；

（十三）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辆
或者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超过
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
20分钟的；

（十四）驾驶机动车不按照规定避让校
车的。

记者 建文

大通县桦林乡西沟新村的村民们
反映，近期村里正在进行巷道路面改
造，这是政府为民办的实事好事，但是
实施过程中，有些事情让村民们感到
困惑。原来的路面与住户围墙之间有
50 多公分宽，村民们都填土栽种了花
草树木，当时村委会开会告知，住户围
墙下还是保留原来的样子不变。但是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把沥青路面一
直铺到了墙跟前，绿化带没了。其次，
施工单位铺的路面有的地方高低不
平，村民们希望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据了解，桦林乡西沟村实施的项
目是2018年贫困村补短板项目，主要
实施贫困村硬化道路维修和新增道路

硬化，绿化带不在计划建设范围之内，
但是施工过程中，部分村民强烈要求
将绿化带也进行硬化，所以施工方就
顺应了村民们的要求，建设方检查中
发现后，责令施工单位立即停工，恢复
绿化带。另外对路面不平问题，建设
单位将进行实地检测，必要时将要求
施工单位返工处理。

大通县交通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以上反映的问题将在本周内督促
施工单位完成。

记者 曙光

近期，不断有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线，
反映德令哈南路沿线的小区门口没有掉头
口，车辆出入小区很不方便，导致该处违法
掉头频繁，希望晚报关注。

张先生说，德令哈南路东西两侧都有
大的小区，像华庭仁和、凯旋广场等，所以
出入小区的车辆也很多。由于该路全线设
置双黄线、南北两头的路口又不允许掉头，
所以进入小区的车辆要么绕大圈多走1000
多米，要么压双黄线违法掉头。张先生就
居住在华庭仁和小区，每天要从湟中路口
下高速回家，如果他家小区门口有掉头口
则他只要在该路行驶100多米的距离就可
以进入小区，但是现在却要绕共和南路一
圈从昆仑东路驶入小区、多走将近1公里。
像他这种情况的人很多，大家都希望交管
部门能在该处设一个掉头口。

据此记者采访了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一
大队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华
庭仁和小区门口的道路是一个急下坡，如
果在该处设掉头口很容易导致事故发生。
目前德令哈南路已经不是全线双黄线，在
华庭仁和往南不足100米处施划了虚线可
以掉头，只不过没有正对着华庭仁和小区，
所以由南到北驶入该路的华庭仁和小区的
车主还是需要绕行进入小区，但是从小区
出来由南向北欲驶入昆仑东路的车辆则可
以在虚线处掉头，不需要绕圈。工作人员
表示，交管部门不可能在每一个小区门口
的道路上设掉头口，提醒广大车主为了自
身安全和交通畅通不要违法掉头，要按规
定导向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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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多条道路路基塌陷，便道通行，注意行车
安全。

●G213 国道策磨线平安至赛尔龙段，37 公里
180米处往同仁方向路线右侧边坡塌陷；70公里170
米、77公里241米路段往同仁方向路线右侧边坡塌
陷，路面悬空；151公里230米至151公里295米坍塌，
半幅通车；154公里800至840米路段右侧路基沉陷
半幅通行。●G214国道西澜线663公里700米、665
公里 250 米、665 公里 800 米、666 公里 950 米路面沉
陷施工，半幅通行；957公里320米至961公里295米
觉隆尕峡 1、2、3 号隧道和 1075 公里 240 米至 678 米
曲泽尕峡隧道入口处安全隐患整治工程施工，半幅
通行。●G227 国道张孟线西宁至张掖段，80 公里
210米黑泉水库4号大桥桥面铺装施工，此路段单车
道通行。●G310 国道连共线青海湖至关门段，387
公里553米至395公里多处路基沉陷；46公里500米
处路段路基坍塌，单车道通行；27公里600米处发生

山体塌方，半幅通行；28
公里 400 米处塌方，便
道通行。 记者 建文

已列入计划
马先生来电反映：德令哈路与果洛路十字斑马线上没有安装人行信号

灯，行人在车辆缝隙中过马路，很不安全。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科工作人员答复：这个路口的人行信号灯已经

列入了相关计划，近期就会在路口设置人行信号灯。 晓峰

荒唐！不停车还要补交停车费

曝光台曝光台

图为大货车在路上并排停放的状况图为大货车在路上并排停放的状况。。

兴贸路六车道兴贸路六车道““变成变成””两车道两车道

符合条件购买
李先生来电询问：他的孩子在兰州上初一，身高一米五多，每个月都要

乘坐火车往返西宁，孩子可以购买学生票吗？
青藏铁路公司工作人员答复：根据教育部及原铁道部的规定，享受学

生票的是指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有实施学历教育资格的公办、民办
学校，由学校统一为学生办理乘车优惠卡，李先生孩子的学校如果在此范
畴，且为孩子办理了乘车优惠卡才可以享受学生票的优惠，否则不能购买
学生票，超过一米五需要买全价票。 楚楚

一次记一次记66分的违法行为都有哪些分的违法行为都有哪些？？

省内多处路段半幅通行省内多处路段半幅通行

村道硬化中绿化带没了村道硬化中绿化带没了 急下坡路段不能设掉头口急下坡路段不能设掉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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