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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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抓拍现场抓拍

7 月 13 日，微友在晚报微信群中转
发一段视频，一辆牌照为青AT3622的出
租车在行驶至香格里拉路附近时，被从
天而降的轮胎砸中后备箱，出租车的后
备箱旁边还有一个黑色的汽车轮胎，地
上还散落着一些汽车零部件，引起市民
围观，微友希望晚报关注此事，帮着查明
轮胎来源。

记者在微友发来的这段视频中看
到，一辆出租车后备箱被砸得坑洼不平，
美团外卖摩托车停在出租车的右侧已经
侧翻，外卖员站在一旁，在视频中有许多
市民在围观，可以听到有人在说“大轱辘
从桥上掉下来把车砸了。”视频中桥上方
有一辆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这位出租车司
机刘师傅。他说，事发7月13日晚上7点
左右，他刚刚将一位客人送至香格里拉
小区，掉头后沿着香格里拉路由南向北
行驶至江苏伟业公交车站附近时，一辆
沿宁贵高速行驶的大车的轮胎突然从桥

上直接掉落至
香 格 里 拉 路
上，轮胎先是

撞到了墙上，由于冲击力较大，轮胎和墙
撞击后被弹到了马路上，在一辆美团外
卖车后面一直向前滚动，美团外卖车在
他车后面行驶，他听到美团外卖员的呼
救声后，起初以为有人打车，就降低了车
速，美团外卖车随即驶入出租车的右侧，
这时翻滚的轮胎在路面上颠起正好砸中了
出租车的后备箱，遭到轮胎一击出租车方
向一时间失去控制，与美团外卖摩托车发
生轻微碰撞，美团外卖摩托车发生侧翻。

记者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交警三
大队当天出勤的警官处了解到，当天事
故发生接到报警后他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经判定是一起意外事故，一辆从湟
中下来的双排大货车由南向北在宁贵
高速过境时，副驾驶处的轮胎突然掉落
至香格里拉路辅道上，此次事故大货车
负全责，被砸中的出租车已拉走去修
理，美团外卖员因腿部受轻伤也已经被
送往医院，相关善后赔偿事宜正在协
商。据推断此次轮胎掉落可能是大货
车轮胎螺丝松动，具体原因还要由相关
部门进行专业检测。

记者 史益竹报道 微友 舍得 供图

路边停车场的标牌上明明标着“收费
时段：早 8：30—晚 20：00”，可是过了这个
时间段还有人在强行收费，近期晚报热线
收到了市民关于这方面的反映。

据市民王先生反映说，他是碧水外滩
小区的住户，有时候他开公司的车办事下
班晚了，偶尔就将车开回家停在小区门口
的公共临时停车场，晚上9点多停的车，早
上 8 点之前开出停车场，这个时间段应该
是免费的，可是还是有人收取停车费。上
个月收了他15元的停车费，他给停车办反
映后将钱退给了他。可是这个月他又去停
了一次车，还是上次的那个收费员又让他
交了15元的停车费，这样三番五次地在免
费时段收停车费让人无法理解。希望相关
部门能加强管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7 月 14 日晚上，记者来到反映较多的
碧水外滩和亚欧国际饭店公共临时停车场
进行现场调查。在几个停车场入口处都立
有城市道路公共临时停车场的标牌，上面
清楚地标注有收费标准和收费时段。8：40
的时候在碧水外滩公共临时停车场记者看
到，8点以后的免费时段，有一辆车停了26
分钟，收费员向司机收了 5 元的停车费。
随后记者询问了几个停车场的收费员，据
他们说停车场晚上都是收费的，没有免费
停车这一说。据亚欧国际饭店公共临时停
车场的收费员说，他们停车场晚上停车的
收费标准是停6到14个小时收费20元。

就此事记者采访了城东区停车场管理
办公室负责人，据他介绍说，这几个停车场
以前是小区红线内供业主停车用的，由开
发商和小区物业负责管理，后来由政府收
回统一管理变成了公共临时停车场，当时
收回的时候停车办和开发商及物业协商，
白天由停车办的收费员收费，晚上由物业
的人负责值守，但坚决不允许收费，可是还
是存在私自收费的现象，对此他们也进行
过处罚，就此，15日下午停车办再次对开发
商和物业负责人提出了要求：每天的免费
时段不允许收费。 记者 建文

共玉、花久高速公路通车营运三年以
来，存在很多偷逃费嫌疑车辆，严重扰乱
了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目前高速公路管
理局对存在偷逃费嫌疑的5000余辆车全
部纳入了黑名单。

据了解，2017 年自从共玉、花久高速
通车运营以来，破坏隔离栅栏、波形梁等
公路设施、私开平交道口行为严重。据共
玉高速塔拉滩收费站负责人介绍，共玉高
速600公里全线，迄今为止陆续私开的道
口就有90余处，大车通过这些私开道口偷
逃通行费，不仅扰乱了正常收费通行秩
序，随意掉头、绕行等行为也严重影响着
行车安全，增大了事故发生的风险。为
此，从去年开始，由路政、省高管局、交警
等五部门联合开展专项行动，打击倒卡、
冲卡、私开道口等偷逃通行费行为。专项
行动中，塔拉滩收费站已查扣5辆长期未
缴费的车辆。据收费站工作人员介绍，其

中一辆车逃费次数达23次，初步计算，该
车涉及逃费金额达 6.9 万余元，另一辆车
逃费次数达 20 次，初步计算逃费金额达
4.2万余元。

通过此次追缴行动，60天内缴清相关
费用的车辆将自动从“黑名单”中移除，未
缴清费用的车辆，禁止其驶入高速公路，
逾期仍未缴清费用的车辆将根据交通和
公安部门相应法规，予以相应处罚。若发
现有车辆仍然有偷逃通行费，将按照相关
规定，对其追缴3倍通行费，公安、路政等
部门也将依据相关法规予以相应处罚。

据悉，专项打击行动开展以来，主动
补缴的司机不断增多，截至目前已处理逃
费车辆10000多辆，目前仍有5000多辆车
未缴清费用。 记者 曙光

今年初，本报热线关注了城北区朝阳西路至双苏堡、郭
家塔村这段5公里路面坑洼不平、村民出行难的问题，今年6
月份施工单位就开始维修，城北区建设局协调施工单位对塌陷路面、无井盖路段进
行修复，目前基本修复完毕。 曙光 摄

公共停车场公共停车场

免费时段竟然收费免费时段竟然收费

5000余辆车因逃费上了黑名单

惊！轮胎从天而降砸中出租车

交通岗交通岗

昨日，记者从省公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
处置中心获悉，我省多条道路路面塌陷，半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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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至赛尔龙段，37
公里 500 米尖扎往西宁方向右侧山体松动；
50 公里 860 米至 51 公里 460 米进行路面病
害整治，半幅通行；70 公里 170 米、77 公里
241 米路段往同仁方向右侧边坡塌陷，半幅
通行；153 公里 800 米处同仁方向路线左侧
路基掏空，便道通行。152 公里 480 米至 152
公里 535 米、153 公里 740 米至 820 米、157 公
里 590 米至 640 米、287 公里 85 米至 210 米路
段水毁病害施工，半幅通车，预计 8 月底施
工完毕。●G227 国道张孟线西宁至张掖
段，79 公里 500 米察汗河隧道处安装照明设
施，过往车辆减速慢行。625 公里至 799 公
里路段进行路面病害整治施工，预计完工
日期为 9 月 30 日，请过往车辆遵守相关交通
引导和警告标志安全有序通行。●S102 西
宁绕城环线 31 公里 993 米（东垣隧道）、35
公里 753（桦林隧道）由于高压变压器改线
需停电，隧道两端已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S206 省道平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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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子至贵德段，45 公里 480 米浪加沟路
面 塌 陷 ，半 幅
通车。

记者 建文

街子至贵德段半幅通车

出行参考出行参考

图为轮胎砸中后备箱的场景图为轮胎砸中后备箱的场景。。

近日，有不少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线，反
映市区一些地下通道的电梯不运行，给市民
带来诸多不便，希望热线给予关注。

市民反映

据市民王先生反映，前段时间，他的父亲
因病到省医院住院治疗，他一大早就陪父亲
从祁连路步行去省医院，在滨河南路与共和
路十字路口准备过马路时想走地下通道，可
是父亲因年纪大腿脚不便，无法走步梯，地下
通道安装的电梯又没有投入使用，无奈之下，
他只好搀扶着父亲在车辆间隙小心穿过马
路。王先生告诉记者，滨河南路与共和路十
字地下通道因临近火车站、省医院，每天来往
的行人都比较多，因电梯不运行，好多人在路
口横穿马路，很不安全。

记者调查

接到市民反映后，记者对火车站周边的
几个地下通道进行了走访。发现滨河南路与
共和路十字路口（共和桥）、勤奋桥的地下通
道内电梯不运行的情况确实存在。在共和桥
地下通道附近，记者看到有五六位务工人员
背着行李从行驶的车辆间穿过马路。当问他
们为何不走地下通道时，对方说因背着的行
李太重，上下步梯非常吃力，所以才冒险从车
行道上过马路。

部门答复

就此，记者联系到了市城市交通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据介绍，共和
桥、勤奋桥地下通道内的电梯施工单位还没
有向他们移交。目前，施工单位正将这两处
地下通道内的电梯进行相应的维护、检修，公
司也在督促施工单位尽快检修后向市民开
放。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了电梯施工方负责
人，对方答复，因地下通道出入口的电梯安装
在室外，电梯基坑中积水比较多，他们会尽快
与市城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相关部门进
行联系，等基坑中的积水清理完毕后，再对损
坏的电梯零件进
行更换、维修，之
后 才 能 投 入 使
用。 记者 晓峰

基坑积水处理完电梯基坑积水处理完电梯““上岗上岗””

交通监督岗交通监督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