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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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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与交通百姓与交通

近日，有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线反
映，西大街南侧的西门地下通道的电梯
出入口处已经被改成台阶式，而北侧的
电梯出入口处确一直是一个滑坡，常有
市民在此滑倒。同时市民还反映长江桥
铺的银色防滑垫也不防滑，希望这两处
能有所改善，确保市民能安全出行。

市民反映市民反映

西门地下通道电梯出入口处每天人
流量大，因北侧的电梯通道出入口处一
直是一个滑坡，一直以来难住了许多过
路市民。市民王女士说，几日前她带着
家里老人逛街，走到这里老人一下子摔
了下去，幸好她眼疾手快立刻扶住了老
人，老人才没有摔到地上，王女士后怕不
已，这要是真摔倒了，老人得遭多大罪。
市民刘先生反映，一周前下雨的一天，他
从长江桥过，结果摔了个屁股蹲，尾巴骨
疼了好多天。

记者调查记者调查

记者来到这两处进行查看，西门电
梯出入口处北侧的确是一个滑坡，虽然
铺设的瓷砖上有一些防滑的横道，但是
不起任何防滑作用。在长江桥上记者看
到，小圆点状的防滑垫几乎没有防滑作
用，又光又滑，过往的路人说，平时走着
就很滑，雨雪天就更不用说了。

部门答复部门答复

就此，青海商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说，这个滑坡的情况他们已经
注意到，也找了施工单位准备将滑坡改
造成和南侧一样的台阶式，目前已经量
好了砖的尺寸，将于近日夜晚施工。而
长江桥防滑垫不防滑的情况，记者也向
城中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进行了反映，
工作人员说这种问题确实存在，后期会
作出适当的处理。 记者 史益竹

29日早上，市民张女士
准备在银龙酒店站点搭乘
机场巴士去西宁机场，但是
一直未见机场巴士。张女士便致电晚报交
通热线，想知道西宁巴士发车地点是否有变
动。

记者从西宁机场车队获悉，由于银龙酒
店整体装修等原因，今年9月1日起，西宁机
场巴士临时取消银龙酒店站点，增加青海宾
馆站点和蓝宝石酒店站点。

●青海宾馆站点运行时间为8时15分

至18时15分，每小时一班；
●蓝宝石酒店站点运行时间为 8 时至

18时，每小时一班；
●索菲特大酒店站点运行时间为 8 时

至14时，每小时一班。14时至18时，每2小
时一班；

●西宁汽车客运中心（火车站）站点运
行时间为8时至18时，每半小时一班；

●八一路客运站运行时
间为早班5时30分、第二班7
时 10 分、之后 8 时 10 分一直

持续到20时，每30分钟发一班车；
另据了解，西宁巴士在市区至机场各站

点的发车时间，按照冬春季和夏秋季航班量
增加或减少发车频次。

记者 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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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09 国道京拉线 1887 公里 500 米
路段路面沉陷；1986公里至1989公里段实
施封闭施工；1892公里至1895公里500米
实施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对该路段实行封
闭施工。●G213 国道策磨线二指哈拉山
至马匹寺段，92公里850米至93公里50米
处发生山体滑坡，便道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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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公里980米至149公里路段半幅
路面沉陷严重，道路半幅通行；151 公里
230米至295米公路坍塌，半幅通车；153公
里 800 米处同仁方向路线左侧路基掏空，
半幅通行。●G227 国道张孟线西宁至久

治段，334 公里 750 米至 335 公里 750 米路
段由于塌方和山体滑坡施工，便道通行。
397 公里 960 米、673 公里 600 米、826 公里
100 米、862 公里 600 米路段路面有积雪。
●G315国道西吐线300公里至342公里关
角山路段安全防护工程施工，半幅通行；
323公里200米至800米路段因西察高速公
路关角山隧道施工临时改道，改道路段限
速每小时 20 公里。●S206 省道平隆线平
安至大力加山段，87公里至96公里合群峡
部分山体岩石出现不规则裂缝，易发生塌
方、落石，过往车辆避免在此路段滞留停
车。

记者 建文

在火车站打的难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现如今，市运管处稽查大队工作人员每天
坚守在出租车发车点调整出租车运力，在客流高峰期，还通过交通运输信息平台及
时将客流信息发送给每辆出租车驾驶员，合理安排运力，及时分流旅客，保证到站旅
客都能方便搭乘出租车出行。 晓锋 摄

张先生驾驶车辆在G6京藏高速公路
发生单方交通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
事故发生到处理完成仅用了 1 个小时，走
的就是快速处理快速理赔通道。

今年10月1日起，省交警总队高速公
路交警支队对G6京藏高速公路曹家堡匝
道以西至西湟一级公路多巴主线收费站以
东，以及G0612南绕城高速公路全线开展
快速理赔工作。以上区域内发生的没有人
员伤亡、没有路产损失、仅造成轻微财产损
失（单车损失交强险在 2000 元以下、商业
险在10000元以下）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
适用于快速处理、快速理赔，保险公司不再
到事故现场进行勘查。

上述区域内发生财产损失事故，且车
辆可以移动的，当事人应当将车上人员疏
散到路边安全地带，采取现场拍照或标划
事故车辆现场位置等方式搜集证据，并将
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后报警；其次，

交警到达事故现场后，核验补充现场证据，
并及时上传至高速公路交警支队轻微道路
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最后取证完毕后，
双方当事人互留联系方式后快速撤离事故
现场。撤离现场后，当事人须在48小时内
共同到快处快赔中心处理事故，再到相应
的保险公司进行定损理赔。

对于符合快速处理条件的轻微道路交
通事故，待交警取证完毕后，及时撤离现
场，拒不撤离的，交警依法强制撤离并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对驾驶人进行处罚。当事人
撤离现场后不按约定配合处理或在办理保
险理赔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为逃避赔偿责
任不按约定配合处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接到报案后将会依法立案处理。

记者 曙光

10月26日，市运管处将西宁市第一批共计
16辆车的《网约车运输证》正式颁发到驾驶员手
中，该“车证”所属车辆均来自于滴滴平台车
辆。从此以后，想要从事网约车运营，私家车必
须要转成营业性质的车辆，没有取得《网约车运
输证》的车辆将会被逐步清除网约车行列，此举
使得我市网约车行业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市民
出行也更安全。

办证必须符合要求办证必须符合要求
记者从市运管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办理

预约出租客运营运证需要的条件很严格，驾驶
员首先需要考取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车
辆价格不能低于9.5万元，且是通过道路运输车
辆安全新能检测的 3 年内的车辆；必须由平台
公司办理，需要加入网约车平台公司成为签约
的驾驶员。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使网约车合法化
运营，网约车从业人员首先要考取网约车驾驶
员从业资格证，同时驾驶人需通过官方许可的
网约车平台，在运营车辆符合各项标准的情况
下，才可以申请网约车运输证。此次领取网约
车运输证的是滴滴平台的16名网约车。

个人车主不能申请办证个人车主不能申请办证
记者从运管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驾驶员

要取得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以及申请网约
车运输证，个人不能申请，必须要通过官方认可
的网约车平台公司集中提交申请，然后由交通
运输部门及交警部门按程序认定之后统一发
证。目前官方认可的网约车平台公司一共有8
家，包括滴滴、首汽约车、去哪儿、易道、神州出
行、斑马、中交出行、900游。

合法上线运营更安全合法上线运营更安全
采访中，网约车司机纷纷对运管处此举表

示支持和期待，他们说，作为网约车驾驶员，他
们都希望合法、合规地上线运营，也希望后台对
资质审查更加严格，不安全的车辆、不合规的车
辆坚决不给发单、派单，这也是对网约车行业的
一种维护。之前网约车司机不少已经取得了网
约车驾驶员证，现在又能拿到网约车运输证，对
他们来说在以后的运营中，就能做到更安全，更
合法。 记者楚楚

这个坡这座桥不防滑摔行人

近日，有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线，
反映自己的驾照实习期快满了，到期后
需不需要更换驾照？

据了解，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
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
月为实习期。C 型驾驶证在实习期之
内，如果违反交通法规是会被扣分的。
如果扣满12分的话，就会注销实习期的
机动车驾驶证。

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
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
人在一年实习期内记 6 分以上但未达
到12分的，实习期限延长一年。在延长
的实习期内再次记 6 分以上但未达到
12分的，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
格。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机动车驾驶证有三种：

第一种：6年期的机动车驾驶证；
第二种：10年期的机动车驾驶证；
第三种：长期的机动车驾驶证。
没有实习期机动车驾驶证的说法，

首先为你核发的就是使用期限为六年
的机动车驾驶证，所以在实习期满之后
是不需要换证的。

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
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持相应或者更高
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
同。在增加准驾车型后的实习期内，驾
驶原准驾车型的机动车时不受上述限
制。

记者 晓峰

交通岗交通岗

实习期过后要换证吗实习期过后要换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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