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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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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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通县景阳镇的村民致电本报热线反
映，景阳镇有一辆通往西宁的班车，不知什么原因
这辆客运班车突然停运了，给村民出行带来极大
不便。

据村民李先生反映说，他是景阳镇小寺村的
村民，他们村有200多户人家，现在农活忙完后家
家户户的村民们纷纷外出打工挣点钱，他就在西
宁一个单位找了一份工作，每天早上坐从景阳镇
到新宁路客运站的班线车去西宁上班，可是前段
时间这趟班线车突然停运了，造成他们这些打工
的早上出不去，晚上回不来。从他们村到宁张公
路的路口大约有10公里路，到西宁的班线车停运
后，有的村民到村头去等镇上到西宁的私家车，运
气好了能搭上顺风车，运气不好就没车坐。还有
的村民只能坐景阳镇到大通县城的公交车到宁张
路口，再倒大通到西宁的公交专线车，可是大通到
西宁的班线车高峰期人特别多，经常是挤不上
去。18日早上他就没能坐上车，老板打电话问他
走到哪里了，他只能给老板说没坐上车回家了，为
这事弄得他和老板双方都很尴尬。班线车停运给
村民外出带来了很大不便，也不知道班线车什么
时候才能开始继续营运，恳请晚报热线帮助呼吁
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联系了大通客运服务有限公司，据相关
负责人说，客运班线的车辆经营期限为8年，从景
阳镇到新宁路客运站的班线车经营年限已经到
期，车辆只能下线造成班线车停运。客运公司已
经将情况向县交通主管部门进行了上报，县上将
按城乡公交一体化的要求，对各乡镇发往西宁的
线路需求进行调查后再做安排，近期这趟班线车

还无法开通。
记者 建文

“司机一边
开车，一边打电
话聊天，一路上

就没有停止过。”“我今天搭的一辆出
租车，司机竟然一直在视频聊天。”“司
机边开车边抽烟，车内烟雾缭绕，说他
还不听。”……搭乘出租车、网约车就
是为了图方便、快捷，但是一些司机在
驾车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不仅让市
民感到反感，而且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针对这种情况，我市运管部门加
大巡查力度，截至11月16日，共检查
出租车3000余台，查处出租车无巡游
资格证行为17起，司机驾车抽烟行为
39起，目前已将相关驾驶人员移交交
警部门依法处理。

记者从市运管处了解到，针对市
民反映的出租车、网约车在运行中司
机存在打电话、吸烟、看视频、聊微信

等不文明而且严重影响安全驾驶的
行为，运管部门高度重试，从11月初
开始至 12 月底，安排稽查人员集中
对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在运行过程中
存在的不安全驾驶行为进行整治。
执法人员在加气站、火车站地下停车
场等出租车、网约车较为集中的地
方，对驾驶人员逐一进行宣传教育，
引导他们在驾驶过程中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和其他相关管理规定，倡导安
全、文明、规范、有序的经营行为。同
时，稽查执法人员在七一西路、海湖
大道、宁大路、滨河南路、南川东路、
柴达木路沿线等路段对正在运营的
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存在的打电话、
抽烟、微信聊天等影响安全驾驶的不
规范行为进行巡查，确保冬季运输安
全。 记者 晓峰 报道

微友 阳光 供图

本月7日，本报交
通热线报道了《占用
消防通道责令物业整
改》一文，反映了虎台四巷西关大街84号
家属院门口消防通道长期被违停车辆占
据的问题。文章见报的当天下午，城西区
临时停车办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向物业公
司下达整改通知，要求物业公司7日内整
改完毕，然而十几天过去了，违停车辆依
然存在，没有任何改观，市民对此不解，再
次致电晚报交通热线，希望继续关注。

虎台四巷西关大街84号家属院门口
的公共区域没有隔离桩，俨然成了外来车

辆的停车专属区，长期影响行人和车辆安
全通行。有市民说，经过晚报关注后，11
月10日，城管部门责令物业公司在小区每
个单元门口和小区门口都张贴了告知单，
通知车主尽快把车开走，可是违停车辆还
是停放在原位，一直没人挪动过。物业公
司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经过走访业主发
现，这些违停车辆不是本小区的，而是外
来车辆，由于车上没有车主联系方式，始
终联系不到车主，因此整改工作耽误了一

段时间，由于这片公共
区域不在小区内部，也
成了物业管理的难点。

城西区临时停车办相关负责人说，
他们已联系辖区交警，21 日正式清理这
些违停车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物业
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已将隔离桩购买
回来了，等执法部门把车辆清理完了就
安装。

记者 曙光

进入冬季，驾车外出遇到积雪结冰
路面时，驾驶人应怎样做，才能安全行
驶。

●车上应备好防滑链。
●经过陡坡、高架桥、隧道进出口、

施工路段、山区道路结冰时，应降低车
速，稳驾慢行，切忌猛踩刹车。应采用点
刹的方式来控制车速；尽量避免频繁变
更车道，以防车辆侧滑，发生交通事故。

●在结冰路面行车，车子容易打转
或打滑，车辆必须与前车保持安全距
离。驾驶人应集中精力，随时注意周边
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及路况，随时采取
应变措施。

●在阴暗的地方都是比较容易结冰
的地方，驾车经过这些路段时，必须加倍
小心，慢速行进。

●若车子上覆盖着冰雪，必须先把
车上的冰雪全部刮理干净，因为残留的
雪可能形成驾驶人开车时视线的死角，
飞落的冰雪则可能影响其他驾驶人的安
全。在车子发动后，将暖气开约1～2分
钟后方可打开除雾设备，避免暖空气接
触冰冷的风挡玻璃而产生水气，影响视
线。

●要平稳地加减速。绝对不要在冰
滑的路面上突然起步，或紧急刹车，必须
缓缓地加速，以避免轮胎打滑；刹车时，
必须预留更长的刹车距离，然后和缓而
平稳地踩刹车。

●在冰冻路面转弯时，速度要慢，角
度要小。如果在转弯时，车辆不听使唤
往前开，这时要放松油门，减少前轮转弯
的角度，直到控制住前轮后，再将方向盘
转至需要的方向。

当然，这些措施也只能为驾驶人员
提供一些经过积雪结冰路面时的小技
巧，为了保证安全，在雨雪天气外出时最
好不要驾车，可选择搭乘公交交通工具，
既方便快捷而且安全也有一定的保障。

记者 晓峰

我省不断加大超载超限车辆执法力度，
本月，格尔木西出口超限站就查处了5起外
省籍车辆严重超载超限的交通违法行为。

11月4日17时58分，一辆拉运电石的
车牌号为新B68802的大货车经过格尔木西

出口超限站时，
经检测该车车
货 总 重 129.68

吨，限重49吨，超限率164.7%，属于严重超
载超限运输，当场被处以1500元记6分的处
罚，司机将超出的电石卸载到货场，消除了
违法状态后被路政执法人员放行……当日
5 辆超限车辆共卸载货物 399.98 吨。新
B22685、新 B14966、新 BA9796、新 BA7029
分别因超载超限，分别被处以1500元罚款、
记6分的处罚。 记者曙光

近日，有不少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线
反映，因降雪西宁发往北山林场的客运班
线一直停运，不知何时能恢复正常，希望
晚报予以关注。

记者从西宁汽车站生产经营科了解
到，因道路积雪结冰影响，截至20日仍有
西宁至北山林场、西宁至石乃亥、西宁至
哇玉的3条班线仍未恢复。

据介绍，此
次降雪造成 658
班次 50 条线路

停运，随着天气情况好转，11月18日已有
578班次74条线路恢复运营。在停运期间
西宁汽车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根据不同
路线不同的天气变化情况，确定停驶班车
范围，并根据滞留旅客要求按流程全额退
票。

因部分高海拔地区积雪及道路结冰
还未消融，因此，还有 3 条班线未恢复运
营，目前西宁汽车站正在密切关注道路变
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及时恢复这3条
班线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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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面湿滑，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G109 国道京拉线 1973 公里 600 米至 2010
公里500米、2060公里至2097公里路段路面有积
雪，路面湿滑。●G213国道策磨线平安至赛尔龙
段，37公里500米左侧山体松动，有石块滑落；68
公里650 米隆务峡处河道冲刷致路基涮空、路面
有裂缝产生；153公里800米处左侧路基掏空，半
幅通行；154公里720米路段路基沉陷，便道单向
通行；154公里800至840米麦秀山路段右侧路基
沉陷，导致路面开裂，半幅通行。●G227国道张
孟线西宁至张掖段，79公里400米察汗河隧道路
段施工，半幅通行。50公里至209公里路段路面
积雪结冰，路面湿滑；90公里至120公里达坂山路
面有积雪积冰，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大小型客货车
辆进行交通管制。西宁至久治段，333公里570米
至 590 米、351 公里 230 米至 260 米路段由于山体
滑坡导致路基下沉，道路半幅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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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车限载 49 吨；335 公里 300 米至
365米山体滑坡，便道通行。●G341国道胶海线
西宁至甘禅口段，34公里至35公里（十二盘）路段
路面积雪积冰，路面湿滑。●G573国道泽兴线达
久滩至河卡山南段 0 公里至 47 公里路段路面积

雪，路面湿滑。
记者 建文

小桥大街沈那中学对面有一辆红色的轿车横着停放在人行道上，给市民通
行带来极大不便。据市民反映，这辆车停放在这里已经7个多月了，一直无人问
津，车窗车体脏兮兮的，其中一个车胎还是瘪的，不但影响交通也影响市容，市民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予以清理。 楚楚 摄

班线车停运村民们出行困难

达坂山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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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辆超载超限车记分又受罚

3条班线车停运

图为运管稽查人员巡查出租车的情景图为运管稽查人员巡查出租车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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