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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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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楚

微信号：heshao112233

电话：18609718085

今日在线记者：

史益竹

微信号：1113653074

电话：17809822780

夜间个别车辆随意逆行、摩托车在斑马
线上随意闯红灯、街边停车场里不按规矩停
车……遇上此类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经市
民举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确认后会进行处
罚。

镜头一：夜间逆行举报后被处罚
5 月 9 日晚上 9 点多，一辆车牌号为青

ACX132白色小轿车在同仁路由南向北逆行

到公交车站附近时，司
机突然鸣笛示意路人让
行 ，把 路 人 吓 了 一 跳
……目击者将这一不文
明交通违法行为抓拍后
发到了晚报微友群，晚
报及时将这一信息反馈
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经执法人员确认核实，5
月13日，市公安交通管
理局三大队交警对驾驶
人郭某某批评教育，并
给予记3分，200元的处
罚。

镜头二：闯红灯不
听劝阻反而撒泼

5月13日下午4点39分，严某某驾驶一
辆摩托车在南关街斑马线上闯红灯，被热心
路人柳某制止，严某某不听劝解，反而对柳某
骂骂咧咧，双方争执过程中，还将摩托车推到
柳某身上，柳某拨打了报警电话……由于当
时正值晚高峰时段，路过的车辆不得不绕行，
造成了压车现象，一直到下午4点55分，一过
路老人将倒在斑马线上的摩托车扶起，推到

马路边，辖区民警赶到后，交通才恢复了畅
通。经查，严某某除了闯红灯外，还存在准驾
车型不符的交通违法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受
到了处罚。

镜头三：停车场内乱停车也要处罚
5 月 9 日，在长江路鸿宇宾馆门口停车

场，一驾驶人没有将小车停在停车泊位，而是
停在了昆仑路公交车站广告牌后面的人行道
上，被贴了罚单。据该停车场管理员刘师傅
介绍，该停车场有20个停车泊位，但需求量
大，在停车泊位已满的情况下，他们一般候在
停车场入口处示意驾驶人不要再往里开，但
有人不听劝解，开进停车场后乱停，经常有这
样被贴罚单的车。

据公安交管部门介绍，针对群众举报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本着对举报人和被举报
车辆、驾驶人负责的原则，将对被举报的违法
行为进行严格查证，依法确认后公安交管部
门将按规定给予处罚。 记者 曙光 报道

微友 故事…… 供图

近日，石头磊新村小区居民致电晚报热
线反映，他们小区不仅停车收费过高而且没
有收费发票，感觉很不合理，希望记者予以关
注。

居民反映
“交了快半年的停车费，不仅从来没给过

发票，而且有一次我停了一晚上车居然要收
30元停车费，实在太贵了。”张先生说，他是几
个月前搬进石头磊新村的，自己的私家车就
停在小区里，5月初他停了一晚后第二天驶出
时保安要求其交纳 30 元停车费并说不提供
发票。李先生的朋友也是石头磊新村小区租
住户，由于他是从事家装行业的，前段时间，
朋友让他帮忙装修房子，李先生开着面包车
来到该小区，但李先生交了停车费后保安没
有给他开任何发票。

记者调查
接到居民反映后，5 月 13 日下午记者来

到石头磊新村小区，看到在小区大门口有
一块停车收费公示牌，上面的收费标准为
半小时内不收费、4 小时之内 5 元、8 小时内
10 元、12 小时内 15 元、16 小时内 20 元、24
小时内 30 元。在该收费公示牌下还写着不
提供正规发票的字样。小区保安说，收费
都是按照公示牌执行的。随后，记者来到
石头磊新村村委会对这一情况进行采访，
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小区的土地所有权
属于村上，停车费的收费标准都是综合周
边各个小区的情况制定的，村两委也开会
通过了。如果觉得停车费太贵的住户可以
购买月卡一个月 100 元、一年 1000 元。关
于不提供发票的情况，负责人说他们已经
和城北区税务局沟通过，由于村上不能自
主成立物业公司，只能等小区的商铺出售
后成立物业公司，停车费也将由物业公司管
理，到时统一购买发票。

部门答复
就此，城北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说，4月

23日他们就接到过投诉，由于石头磊村委不
是纳税主体无法给他们领购发票，已经在督
促他们尽快成立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成立后
停车收费标准也会进行规范。目前住户们可
以要求村委开具收据等收费凭证，到时到税
务 局 换 购 正
规 发 票 。
记者 史益竹

最近，有市民反映称，昆
仑西路刘家寨站南北两个公
交港湾形同虚设，经常有车
辆停在港湾内，导致公交车
无法进站停靠。

市民王先生说，在刘家
寨公交车站，公交港湾设在
非机动车道上，可是非机动
车道上停了许多车辆，更有
甚者有的人将车直接停在了
公交站亭跟前，导致公交车
无法进入港湾，只好停在机
动车道上，乘客只能跑到绿
化带边上候车，影响了这里
的交通秩序，建议相关部门
加强管理，让公交车能安全
停靠。

5月13日记者在现场看
到，道路北侧的非机动车道
内停的车占据了半个路面，
公交车只能在公交港湾外

的机动车道上停车上下乘
客，其状况与市民反映的情
况一致。在记者观察半个
小时内，数十辆经过此站的
公交车都无法进入公交港
湾。

在现场，一位公交司机
对记者说，我们也想进公交
港湾，可是非机动车道上停
满了车，公交车就进不去，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想办法
解决这里的占道停车的问
题。

就此，记者向交警五大
队进行了反映，大队负责人
说，这里设置了自动抓拍系
统每天都在进行抓拍，同时
还会进一步加强整治，解决
乱停车现象。

记者 建文 报道
微友 老王 供图

近日，一辆停放在人行道上的私
家车被贴了两张违停告知单，虽然市
民对处罚违停车辆的行为表示支持，
可是对同时贴两张告知单的原因不
理解。

微友“风雨夜归人”路过海山桥
附近时，看到一辆车号为青BJ7025的
小轿车停放在人行道盲道上，旁边有
几个人在指指点点，原来是这辆车被
贴了两张违停告知单，一张黄色的贴
在副驾驶车窗上，一张蓝色的贴在驾
驶员一侧的车窗上。微友把这两张
违停告知单拍照发给了晚报交通热
线记者，从照片看，蓝色违停告知单
上的字迹能清楚看到车辆违停的时
间、地点等信息，但黄色违停告知单
的字迹比较浅淡，无法看清相关信
息。市民想通过热线了解，同一辆车
在同一地点被城管部门和交警部门
各贴了一张违停告知单，车主该如何

接受处罚？
记者随后把情况反映给了市公

安交通管理局二大队民警。经民警
查验相关记录后反馈说，该车 5 月 7
日和 8 日在该路段有两次违停记
录。按照相关规定，违停告知单应
当张贴在驾驶员一侧的车窗上，而
且同一天在同一路段不能对违停车
辆进行两次处罚。因目前车主还没
有带违停告知单到交警队接受处
理，所以还不知道到底这两张违停
告知单是同一天贴的，还是先后两
天内贴的。如果存在同一天在同一
地点被贴两张违停告知单的情况，
交警部门会查明情况后，只按一次
违停记录进行处罚。

记者 晓峰

昨日，记者从省公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
心获悉，我省多条道路进行整治施工半幅通行。

●G109 国道京拉线 1875 公里 630 米路段左侧
山体有少量落石掉落，已设置警示标志；1907 公里
900米至1908公里处左侧山体有零星石块有松动迹
象，存在安全隐患过往车辆注意稳驾慢行；2399公里
至2444公里路段路面修补坑槽施工作业，左右交替
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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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公里500米至217公里部分涵洞出现断板，
施工期间对施工路段全线采取限载、限速措施，施工
期间所有车辆限载 20 吨，限速 5Km/h。●G214 国
道西澜线 351 公里 700 米路段有水毁隐患，半幅通
行。407公里800米花石峡大桥波纹管出水口下沉，
半幅路面塌陷，小车改道（原花石峡大桥）通行，大车
重型车辆绕行走共玉高速。●G227国道张孟线西
宁至久治段，673公里600米至333公里590米路段
由于山体滑坡导致路基下沉，路面严重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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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至张掖段，88
公里600米至780米路段路面病害整治工程施工，半
幅通行。●G573国道泽兴线达久滩至河卡山南段，
21公里800米至24公里路段冻土路基出现大面积沉
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S206省道平隆线街子至

贵德段，45 公里 480 米
路面半幅塌陷，半幅通
车。

记者 建文

一段时期以来，不断有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线，
反映通海路与昆仑路十字路口无论人行红绿灯是红
灯还是绿灯，总有两个路口的右转车辆是放行的，行
人过马路难，且该十字路口马路非常宽，东西、南北
都是双向8车道，且十字路口南面的通海路口是南
线高速的上下口处，车速快、车流量大，增添了过马
路行人的不安全因素，希望交管部门调整一下红绿
灯的设置。

13日，记者来到通海路与昆仑西路十字路口看
到，当十字路口南侧的人行横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
从南线高速下来右转进入昆仑西路的车辆却不受红
绿灯的影响始终处于放行状态；同样情况，当十字路
口东侧的人行横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从昆仑西路
右转进入通海路的车辆却不受红绿灯的影响处于始
终放行状态，所以在这两个方向的斑马线上过马路
的行人需要避开两个路口的右转车辆。

据此，记者采访了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管理
科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这个十字路口的红绿
灯在当初设置的时候没有设置车辆右控，行人过马
路虽然也受到右转车辆的干扰但不严重；可能是因
为现在上、下南线高速的车辆逐渐增多，这个问题就

比较明显了。他们会再
实地调研一下，争取尽
快解决。 记者楚楚

图为公交港湾内站亭下面停满了车辆图为公交港湾内站亭下面停满了车辆。。

图为青图为青ACXACX132132白色小轿车在同仁路由南向北逆行的情景白色小轿车在同仁路由南向北逆行的情景。。

行为出格被举报查证后处罚

这个路口行人过马路有点难这个路口行人过马路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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