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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核心报道

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
局了解到， 湖南境内高速公路三
日来共出现80个堵点，据统计，堵
塞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为应急通
道被占用， 交通事故发生后救援
设备无法进入现场疏导交通。

应急通道是高速公路最右边
的车道，也被誉为“生命通道”。1
月4日，京港澳高速临长段一辆载
有30多名乘客的大客车因雪天路
滑侧翻后撞到货车， 车内多人受

伤。 由于大量车辆挤上应急通道
导致救援车无法及时到达， 车祸
导致1人死亡。

按《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规
定， 机动车占用高速公路应急通
道行驶或者在非紧急情况下停车
的，处200元罚款；造成高速公路
堵塞， 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
通行的， 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
罚款。

■据新华社

本报1月7日讯 迎亲车队在车牌上贴上
“百年好合”， 是婚庆流程中一个约定俗成的环
节。然而1月2日，重庆的聂先生来长沙参加表妹
的婚宴后，在返渝途中被警车拦下来，后面车牌
上的一张“百年好合”将他的驾照分数清零，聂
先生只能重新“回炉”学交规。交警告诉他，粘贴
“百年好合”属遮挡车牌行为，一次扣12分。

当“史上最严交规”遭遇约定俗成，是网开
一面还是严格执法， 记者今天就遮挡号牌处罚
的相关问题联系到交警部门，得到了权威解释。

【事件】“百年好合”和泥巴扣了12分

聂先生觉得自己有点“冤枉”。元旦，聂先生
在湖南的表妹结婚，他提前一天借来车子搭上6
名亲戚，从重庆开了近千公里来到长沙。

元旦中午，表妹的婚礼在长沙一酒店举行。
车子前后都被贴上了“百年好合”，聂先生心中
有些忐忑，但亲属表示“这是喜事，人情活动，警
察不咋干涉。”本想等婚礼完毕再扯下来，之后
聂先生却忘得一干二净。

1月2日早上7点， 聂先生和亲属开车回重
庆。10点半，车子进入沅陵县不久，身后传来警
车喇叭声。“你故意遮挡车牌，扣12分。”聂先生
一看，后车牌的“百年好合”依旧贴在上面。

如果说聂先生遇到的是“人祸”，那长沙张
先生的遭遇就只能说是“天灾”了。今天上午，他
开车经过五一大道，在行至迎宾路口时，被交警
拦住，“交警说我的车牌污损，要扣12分。”张先
生开始还有些摸不着头脑，下车一看，车后牌照
由于近日雨雪天溅满了泥土， 牌照上的字迹已
经看不太清楚，“天气不好就没有去洗车， 哪知
道会溅上这么多泥巴。”虽然觉得“冤枉”，但在
听完了交警的说法后，张先生还是接受了处罚。

【交警】 粘贴“百年好合”属遮挡车牌

交警部门告诉记者， 一些女孩子喜欢在车
牌旁边镶钻， 有些车主会在车牌旁做一些个性
化的装饰，更有婚车为了表示喜庆会贴上“百年
好合”的车贴，根据新规，这些都属于遮挡车牌
行为。车牌上溅满了泥巴，致使字迹模糊，属污
损车牌行为。新交规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
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
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 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
号牌的违法行为记分由6分提高至12分。

“像聂先生这样的外地车主，在高速公路上
被交警现场执法把分数扣光， 随之而来的是一
大摊子麻烦事。”省高速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驾驶人如果被扣光了分数，驾照会被暂扣，
就成为了没有驾驶资格的人， 是不能再继续驾
驶的。“只能找一个有驾驶资格的人开车回家。”
被罚司机还必须于十五日内在自己的发证机关
或者违法所在地参加培训学习， 通过科目一的
考试之后，再回到发证机关领回驾驶证。至于车
子被拖走的， 他还得再来违法所在地领车。“所
花费的时间也不止一两个月了。”

【租赁公司】 不会再粘贴“百年好合”

“以前在迎亲车的车牌上贴‘百年好合’之
类的条幅就是图个喜庆， 并不是刻意想去遮挡
牌照。” 佟先生在长沙从事了6年的婚车租赁业
务，“史上最严交规”实行后，他深有感触。

“除非新人一定要求在临近车牌的位置张
贴这些条幅烘托气氛， 我们现在不会再张贴这
样的条幅。”佟先生介绍，目前长沙地区用于租
赁的婚车几乎都来自私家车， 新交规提高了
遮挡号牌的处罚后， 租赁公司也会替车主和
新人考虑，“万一在路上被交警拦下处罚，反
而会给结婚的新人添堵，对此，租车的客人们
也都理解。”
■记者 黄磊 张刘薇子 实习生 胡藏姣 姜凯夫

贴“百年好合”扣12分,驾照当场封杀
麻烦事一大堆：车得找人开回去，“回炉”考驾照……费时不止一两个月

安装、维护
记住3个关键词

关键词：5毫米
【规定】使用号码牌架辅助

安装时， 号牌架内侧边缘距离
机动车登记编号字符边缘要大
于5毫米。

车主在安装车牌时， 一些
4S店在车牌边缘框架上的广
告、电话需要格外注意，安装的
时候，边框与号码最好大于5毫
米，这才合格。

关键词：无变形、遮盖
【规定】号牌安装要保证号

牌无任何变形和遮盖， 横向水
平， 纵向基本垂直于地面并不
得倒置，纵向夹角不大于15度。

在车牌旁边镶钻， 做一些
个性化的装饰。车牌贴上“百年
好合”车贴，根据新规，这都属
于要扣分的范围。

关键词：不得遮挡、污损
【规定】机动车号牌应当保

持清晰、完整，不得遮挡、污损。
如果因雨天或者泥泞导致

号牌模糊的， 车主应该要及时
清洗，否则也会被扣12分，这可
不划算。

在婚车车牌上贴喜庆条幅属于遮挡车牌行为，按新交规扣12分。

调查

提醒

“新国标”车牌架
网上热销

在新交规实行之前， 曾有
部分车主购买车牌罩等工具去
遮挡号牌逃避处罚，类似的“防
拍神器” 也曾在一段时间内热
销。1月7日上午，记者对长沙多
家汽车用品销售店调查发现，
此类“神器”也随着新交规的实
行而销量大跌。

在马王堆汽配城， 多家汽
车饰品店的老板告诉记者，新
交规实行后， 之前销路还不错
的每盒10元的迷彩车牌套现在
已经无人问津， 即便偶有销售
也是之前的存货，不仅如此，之
前颇受女性车主喜爱的卡通牌
照框的销量也直线下降，“卡通
框左右两端的卡通人物造型会
将号牌首尾的字迹遮挡， 担心
因此造成遮挡， 很多人也不用
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标有
“新交规” 车牌架、“新国标”车
牌架等新颖产品却开始在网上
热销。记者在一家网店看到，这
类“新国标”车牌架今天就售出
150多副，店主介绍说，安装这
种车牌架不会遮挡车牌上的数
字和字母， 因此很多车主前来
购买。

链
接

公安部辟谣新交规传言

开车抽烟记分？没有这个规定
公安部近日修订发布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简称123

号令)，调整了多项交通违章的扣分分值。对新交规，互联网上有几个说
法流传广泛。对此，记者日前采访了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这位负责人一一
辟谣，并强调，123号令根本不涉及罚金问题。 ■据人民日报

连
线

救援车无法到达致一乘客车祸遇难

挤占应急通道处200元罚款

超速驾驶，记6分

权威解读：公安部123号
令对超速驾驶制定了严格的
记分规定。记分分三种情形：
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记
12分；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
未达到50%的，记6分；超过规
定时速未达20%的，记3分。

不系安全带
记3分，罚100元

权威解读： 驾驶机动
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
速路上行驶时， 驾驶人未
按规定系安全带的， 一次
记2分。

副驾不系安全带
记1分，罚50元

权威解读：123号令根本
没有相关规定。

行驶途中抽烟，记1分，罚100元

权威解读：这一传言是严重误读，123号令根本没有相关规定。
只是一些地方有作出关于行驶途中不能吃食物等方面的规定。

行驶途中接打手机
记3分，罚100元

权威解读：123号令规
定，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
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
驶的行为的，记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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