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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西关大街南商业巷口
这辆车全然不顾后边跟行的车辆，
竟急停在马路中间让人下车，很容
易引起交通事故。

微友 老王 摄

昨日，记者从省公路网运行监测与应
急处置中心获悉，因降雨、降雪，我省多条
道路路面湿滑，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
车安全。

●G109 国道京拉线 2224 公里 520 米
大水桥处路基沉陷；2419 公里 250 米至
2419 公里 280 米路段路基沉陷；2449 公里
230 米路段路基沉陷。1973 公里 600 米至
2010公里500米路段正在降雨，路面湿滑；
2195 公里 800 米至 2197 公里 470 米路段、
2289 公里至 2350 公里路段、2350 公里至
2610 公里路段降雪，路面湿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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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米右侧山
体松动，有石块滑落。70公里170米、77公
里 241 米边坡塌陷，路面悬空，半幅通行；
151公里230米至295米公路坍塌，半幅通
车。34公里至137公里路段正在降雨，路面
湿滑；138 公里至 303 公里路段雨夹雪，路
面湿滑。●G214国道西澜线二指哈拉山至
马匹寺段，157 公里 950 米路段路面有雪，
路面湿滑。229 公里 900 米河卡山路段有
雾，路面结冰；306 公里至 312 公里路段有
雾，路面有积雪覆盖。503公里750米路段、
571公里700米、路段路面积雪。●G227国
道张孟线西宁至张掖段175 公里至187 公
里路段正在降雪，路面有积雪。 记者 建文

省内多条道路路面湿滑

交通岗交通岗

宁夏籍无证驾驶人周某在京藏高速公
路肇事后，因害怕被处罚，便逃离了事故现
场，经过青海高速交警支队连续排查，近日
在城北区西钢附近将周某抓捕归案。

上月12日，周某无证驾驶车牌号为宁
CB8912（宁 CG613 挂）东风牌重型半挂牵
引车运载易燃品，沿京藏高速公路兰州往
西宁方向行驶，7时00分许，当车行驶至京
藏高速1787公里+400米处时，由于操作不
当，车辆与道路北侧护栏相撞后，冲出护栏
发生侧翻起火燃烧，造成车辆及车载货物、
道路交通设施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由于车辆起火，周某忙于
逃生，便将手机落在了车上，加之无证驾驶，
害怕被处罚，于是逃离了事故现场。路过司
机看到肇事车辆发生自燃紧急情况后，拨打
了报警电话，青海高速交警支队六大队值班
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当民警到达现
场时，看到消防人员正在进行灭火作业，火
势非常凶猛，车载货物散落一地，为方便救
援工作的开展，民警立即分成三组开展工
作，一组人员立即疏导事故现场的滞留车辆

快速从超车道通过，另一组在事故现场寻找
该肇事货车驾驶人，另外一组在京藏高速公
路和南绕城高速公路分岔路口进行分流，将
车分流至南绕城高速公路。

经过消防部门努力，火势很快得到了
有效控制。民警在肇事现场没有找到该车
驾驶人，最终排除了人员伤亡。民警通过
对肇事车信息查询货车所有人，并调取了
附近监控视频以及该货车近一个月内的行
驶轨迹。最终查询到该货车所有人为宁夏
云翔物流有限公司所有，和该公司取得联
系后，提供了周某的信息，周某的手机一直
处于关机状态。

由于一直联系不到周某，交警通过周
某家人希望让周某尽快投案自首。在周某
家人的配合下，4月18日，高速交警在城北
区西钢附近将周某抓捕归案。

近日，周某因无证驾驶被处以罚款
1000元、行政拘
留 10 日 的 处
罚。

记者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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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市车管所了解到，下月
起车管部门将推出5类 “异地通办”业
务和5项 “便捷快办”便民服务措施。

●小车驾驶证全国通考。申请人持
本人身份证在全国任一地直接申领小型
汽车驾驶证，不再需要提交居住登记凭
证，可实现全国“一证通考”。●分科
目考试可异地办理。申请人报考小型汽
车驾驶证已通过部分科目考试后，因工
作、学习、生活等原因居住地变更到外
地的，可申请变更考试地，继续参加剩
余科目考试。●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省
内异地申领。对省（区）内异地申领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申请人可凭居民
身份证直接申请，无需再提交居住登记
凭证。●车辆转籍异地可办。在原有
15 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非营运小微载客汽车档案电子化网上转
递试点，对车辆在试点城市之间转籍
的，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申请，不再
需要到迁出地车管所提取档案、查验车
辆。●摩托车检验“全国通检”。申请
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地直接检验摩
托车，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无需办理委
托检验手续，对注册登记6年以内的摩
托车，免予到检验机构检验。

●简化机动车抵押登记手续。申请
人向公安部门申请办理机动车抵押登记
时，对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作为抵
押权人的，不需要再提交营业执照原
件，可直接提交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抵
押合同可以使用电子印章，并积极推进
抵押信息联网核查。●扩大使用原车号
牌号码范围。对登记在同一车主名下的
同号牌种类的非营运车辆，可申请车辆
间互换一次号牌号码。放宽使用原号牌
号码时限，原车注销、迁出或者转移
后，保留原号的时限由一年调整为两
年。●销售企业代发临时号牌。在机动
车销售企业设立交通管理服务站，发放
临时行驶车号牌，方便群众现场购车、
现领临牌。●推行车购税信息联网。
全面推行与税务部门信息联网，实现
车购税信息网上传递、网上核查，群
众办理机动车登记无需提交纸质完税证
明。●推行12123交管语音服务热线。

记者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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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难心事、紧急事、突发事、感人事可随时向我们倾诉和反映，我们一直在您身边！

今日在线记者：

曙光

微信号：ylm1192733835

电话：13997166661

今日在线记者：

晓峰

微信号：xxf402294085

电话：18609719872

交通监督岗交通监督岗

近期，不少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线，反
映香格里拉大道天桥自4月中旬拆除后行
人无法过马路，翻越隔离墩横穿马路现象严
重，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希望晚报关注。

市民反映
市民李先生说，他是居住在香格里拉小

区四期的居民，小区大门临香格里拉大道，
正对着西塔高速的上下桥口处。之前该处
附近有一座过街天桥，居民过马路可走天
桥，既安全又方便，但是4月中旬天桥突然
被拆除了，居民过马路便成了一大难题，需

要往北行走
400 米 左 右
到砖厂路与

香格里拉大道丁字路口处或往南走更远的
车辆掉头处才可以安全过马路。深感不便
的居民于是在原天桥处的道路隔离墩上擅
自打开了一个约3米宽的开口，大量居民每
天从早到晚穿越这个开口到马路对面去。
该桥口处车速快且无慢行标识，居民过马路
时险象环生。

记者调查
5 日下午，记者来到该处，看到市民反

映情况属实。西塔高速香格里拉桥口处的
道路隔离墩确实有一个3米多宽的开口，开
口的四个角上有几个桩子，似乎是杆子拆除
后留下的痕迹。隔离墩开口处西面对着香
格里拉小区四期大门、东边对着的是元树花

园小区大门，不断有行人从这个开口穿越到
马路到对面去。记者看到，该处车流量非常
大，车辆在下桥时并不减速，行人过马路存
在极大安全隐患。

部门答复
据此，记者采访了市南川综合开发项目

管理委员会规划处的相关负责人。负责人
告诉记者，拆除天桥是为了配合西宁时代大
道的修建。为了方便市民过马路，他们在香
格里拉大道上规划了3个地下通道，每个地
下通道相隔300米左右，3个通道都在加紧
施工，其中原过街天桥处的地下通道预计在
今年7月份可完工并交付使用。

记者楚楚

近日，有市民给本报交通热线反映，他
在“五一”期间出行时看到一辆车号为青
AT4695的出租车顶显示屏上显示有“我被打
劫请报警”的字样，过往市民看到后非常担
心驾驶员的安危，他把情况反映到了微信群
内，希望出租车司机在大家帮助下能及时得
到救助 。

就此，记者联系到了市交通局信息中心
相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当天出租车顶
显示屏出现“我被打劫请报警”字样是因为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不小心按到一键报警
装置造成的。据工作人员介绍，为了出租车
驾驶员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在第一时间报警
求助，报警装置都安装在便于驾驶员按压的
位置，由于一些驾驶员受身高限制、驾驶习
惯不同等原因，会在驾驶过程中出现误按到
报警装置的情况，造成出租车顶显示屏出现

“我被打劫请报警”的求助字样。实际上，驾
驶人员没有发生任何危险状况。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一旦在出行过程中看
到有出租车顶显示屏显示“我被打劫请报警”
的求助字样时，为了保证驾驶员的安全，应当
记住出租车号牌后及时向12328交通运输服务
监督电话反映，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察看出租
车内的监控，并联系驾驶员了解详细情况；市

民也可以直接拨
打 110 报 警 。

记者 晓峰

图为扎麻隆村坑洼不平的道路图为扎麻隆村坑洼不平的道路。。

近日，湟中县多巴镇扎麻隆村村民致电晚
报热线反映，该村内唯一的一条道路泥泞不
堪，而且路上大小坑很多，严重影响村民出行
希望晚报记者予以关注。

村民张先生每天送孩子上学都会经过扎
麻隆村，他说，由于这几天接连下雨，村里的
路上到处都是坑，里面积满了泥水，不少骑
着自行车的村民路过泥泞路段时都摇摇晃晃
的，一不小心就摔倒在地。张先生说，今年开
春以来，这条道路的路况越来越差，以前只是
小坑，但现在坑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一些小轿
车行至此处由于底盘低，常被刮到底盘。

接到村民反映后，6日记者到这条道路，看
到现场情况与村民反映一致，这条道路泥泞不
堪、坑洼不平，车辆只能极为缓慢地行驶在这
条路上。这条道路穿村而过，为扎麻隆村唯一
的道路，是一条东西方向的柏油马路，路况不
佳的路段大约有1公里，大坑连着小坑。记者
从该村负责人黄片长那里了解到，由于最近
109 国道改造加宽路段封闭，该村又位于 315
国道必经路段，许多车辆就选择从该村通行至
国字营，车流量较大碾轧次数较多，所以以前
路面上的小坑就变得越来越大。

就此情况记者首先采访了多巴镇政府的
相关负责人，他说，这个情况他们知情，目前已
经和湟源县交通局沟通过，等天气好转一些后
就进行修整。随后，记者也采访了湟源县交通
局相关工作人员，他说五六月份是病害路段修
整期，已经将该路段纳入修整范围，将尽快修

复方便村民出行。
记者 史益竹报道

微友 东方旭日供图

香格里拉大道将建3个地下通道

扎麻隆村这条路坑洼难行扎麻隆村这条路坑洼难行

驾驶员误操作驾驶员误操作
市民以为市民以为““被打劫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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