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规矩矩停车，居然被违规乱停
的车堵得动弹不得！ 湘江中路沿江一
线免费停车位明明只有一排， 却结结
实实停成了三排！”9月3日晚， 长沙市
民陈洁向本报投诉， 湘江中路观光车
道上有人违规乱停车， 把她在停车位
上的车堵在里面出不来。 接到投诉后
记者连续多日进行了调查。7日晚，交
警部门也对湘江大道沿线乱停车交通
违法进行了集中整治。

【现象】
一排停车位停了三排车

9月2日下午， 记者在湘江大道银
盆岭大桥南至橘子洲大桥北沿线看
到， 沿江的观光车道上根据道路的宽
窄， 设置了西侧一排或东西两侧各一
排的免费停车位。

晚上7点半，沿江风光带车位基本
停满。尤其是湘春路至营盘路路段，由
于湘江大道东侧酒店和餐馆集中，不
到6点观光车道上的免费车位就停满
了小车， 而找不到停车位的车辆则直
接停在了观光车道免费停车位线外的
行车道上， 导致本就不是很宽敞的沿

江风光带，一下就停了三排车，仅留下
一个刚好能过车的通道。

【调查】
商家聘专人抢占免费车位

在营盘路口沿江观光车道的停车
位上， 5名穿保安制服的男子在聊天，
不时地查看一下停车位的情况，一张铺
在地上的报纸上摆着20多把车钥匙。记
者以食客身份上前询问得知，5人都是
马路对面某海鲜酒楼的工作人员，专门
负责帮顾客泊车。“晚餐时间停车位太
紧张，只好先占道停车，要有堵在里面
的车想开出来，我们会马上移车。”

“顾客只需登记车牌号，将车钥匙
交给保安，我们负责开到江边停好车。”
其中一名男子说，他们专门负责为就餐
顾客泊车、找车位，上班时间为晚上5点
到8点半，“每天大概要停车30多辆。”

记者在现场看到，周边不少酒楼都
提供代客泊车服务，保安或工作人员会
优先将前来就餐的车辆停到观光车道
的免费车位上，留出酒楼门前的自家停
车场。“先到先得，谁能抢到停车位那就
要看实力。 我们几个人都是专业的，一
般人怎么抢得过。”

记者随后找了个借口说，周末朋友
聚会车辆较多担心停车位不够。一名工
作人员听后马上表示：“同时来七八辆
车都没问题，完全不用为停车位担心。”

购物消费还可去这些地方停车

风光带找车位看这里 《轻信“置顶”网站，7.7万学费被骗》后续…

9月7日晚， 长沙市开福区交警大
队一中队对风光带乱停车进行了整顿。
中队长邓志强对停在饭店门前行车道
的车辆进行了劝告，并对在观光车道行
车道上的违停车辆进行了抄牌和处罚。

“劝告无效、执意停在观光车道行
车道上的车辆，罚款100元。停在东侧
禁停区的车辆，罚款100元，并扣3分。”
邓志强说。

开福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贾畅表
示，湘江风光带湘春路口至营盘路口是

开福区湘江饮食一条街， 晚上用餐高
峰期车辆很多。尤其是周末，个别饭店
泊车员直接将车停在行车道上。 交警
队将与各饭店负责人沟通， 要求饭店
泊车员按照划线停车位停车。

长沙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全市交警正在对城区“六纵六横”
主干道禁停路段违停现象进行集中整
治。 如出现类似车辆被堵在停车位的
情况，可拨122举报投诉，交警将联系
车主移车，或直接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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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

选择五菱宏光 S的三大幸福理由

选对一辆适合自
己的好车， 对于消费者而
言是一件幸福的事，今天，
笔者就为大家推荐一款新
上市的家用车———五菱宏
光 S，通过选择该款新车的
三大幸福理由， 为即将购
车的朋友们提供一份幸福
与惊喜。

理由之一： 超大空间 更实用

五菱宏光以实用的 7 座专属大空间为家
庭代步、 休闲旅行和小型商务接待提供多样
化的功能， 进一步满足了用户不断升级的多
功能乘用需求。 整车尺寸长 4400mm* 宽
1680mm* 高 1770mm， 轻松成就了宽敞舒适
的内部乘坐空间；中排座椅有宽敞的通道，进
出方便，也为随行宠物留出独立空间；第三排
座椅进一步提升舒适性， 成年人乘坐也没有
任何的局促感。 除此之外，设有 330L 行李空
间与 22 处的有效储物空间，为携带出游的各
种物件提供方便。

五菱宏光 S 后 2 排座椅， 还可根据需要
进行灵活的折叠处理， 将车内储物空间扩大
至近 1000L， 为用户带来多种变化空间组合，
在满足家用的同时兼顾商用需求， 为小企业
主和初创业者提供宽大的车内空间。

理由之二： 丰富配置 更极致

五菱宏光 S 采取了标准的乘用化、 轿车
化的内饰设计，并将配置做到了极致，新车配
备的 7 寸触控显示屏，除了收音机功能外，还

可以实现音频、视频、图片等三种播放模式。
同时，7吋娱乐系统还有蓝牙技术， 客户可建
立娱乐系统与自己的蓝牙手机无线连接，实
现免提接听；还提供了蓝牙音乐模块，客户可
用车内的音响喇叭，无线播放手机歌曲，让用
户在驾乘过程中可以尽情畅享“娱”悦体验。

五菱宏光 S 标配的折叠式遥控钥匙功能
强大，在遥控车门同时可以控制车窗升降；与
之匹配的中控锁系统，还具有门锁热保护、行
车自动落锁、二次设定、辅助寻车、提示设防
等一系列贴心功能。

理由之三：超强静音 更舒适

与老款车型相比五菱宏光 S 在车内静音
方面的表现也有明显提升， 通过加厚的隔音
棉处理，发动机舱的噪音得到了很好的抑制，
2000转以下时的噪音并不明显， 日常驾驶中
可以保持不错的车内感受。

此外，五菱宏光 S 的 NVH 系统也非常出
色,发动机罩和防火墙吸音垫使用最新轻质吸
音 PU材料，无论是在怠速、高速行驶、加速行
驶时，车内声音品质都得到极大改善，为驾驭
者提供了一个低噪音的舒适空间。 ■宋畅

〉〉

酒楼雇保安霸车位，湘江风光带成停车场
观光车道停车被堵，市民投诉 交警执法整治：将收费调节停车需求 本报送你沿江停车攻略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大二学生小彭
在百度搜索旅游网站时，因轻信置顶的“推
广”链接，被“黑客服”骗走她和6个同学的学
费，共7.7万余元（详见本报9月2日A08版）。
在本报的介入下，小彭接到了百度的“先行
赔付”计划。4日，记者陪同小彭一起去银行
查账，“学费又全部回来了。” 小彭看着银行
卡里的数字，拍着胸口，松了一口气。

7万余元三小时到账

“不到三个小时，钱就到账了。”小彭向
记者展示了手机上的信息，银行发短信提醒
她的储蓄卡账号9月3日先后收到了一笔
30000元、一笔47849元，共计77849元的转
账金额。

“受骗的事经曝光后，百度主动联系了
我。他们要我准备身份证复印件、银行转账
凭证等资料。”9月3日，小彭将所需材料电子
版发到了指定的邮箱，三个小时后手机就收
到了银行的短信，提醒她钱已到账。

“没想到会这么快，而且对方连之前的
转账手续费都支付给了我。” 小彭有一种劫
后余生的幸运感，“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这
几天在寝室看到同学我都感到很愧疚，不知
道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的学费还上。”

小彭的同学们闻之也松了一口气，“这件
事我们都还没告诉家人的，还好现在圆满解决
了。”

百度为受骗网民提供全额保障

百度湖南代理分公司市场部经理曹珺介
绍，百度为小彭等6名被骗学生启用了“网民权
益保障计划”，“该计划专门针对在百度推广结
果中遭遇钓鱼、欺诈网站，遭受到经济损失的
网民。”

曹珺介绍：“受害者可以在事发30日内申
请此计划，在材料确凿的情况下，5个工作日就
会收到赔款。 小彭是湖南首例先行赔付的案
件，也是目前全国先行赔付金额最高的案例。”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刘薇子
见习记者 徐光艳 实习生 张图

百度全额赔付， 7万余元三小时到账
说起湘江风光带附近的“停车难”，很

多市民都感同身受。 除了在拥挤的停车位
中“见缝插针”，您还知道附近哪里可以找
到停车位吗？ 记者走访了湘江风光带南湖
路口至银盆岭大桥沿线的停车位及停车
场，为您送上停车攻略。

免费停车位267个，无拥挤时段，全天
基本停不满。

周边收费停车位： 湘春路往东走5分
钟，长沙市第二工人文化宫有50个车位，收
费标准为不足24小时10元/车，白天基本都
有车位；湘雅路口往北，凯乐国际城地下停
车场近100个停车位对外开放，收费标准为
每4小时收费5元，24小时开放。

免费停车位200个，拥挤时段为下午5
点半至7点。

周边收费停车位： 营盘路口往北欧陆
经典小区停车位30余个，晚上6点前基本有
车位，不过夜10元/车，过夜20元/车。

免费停车位300余个， 拥挤时段为晚
上6点至9点。9月7日至9月30日，湘江大道
解放路口至橘子洲大桥南匝道路口，20多
个停车位禁止停放车辆。

周边收费停车位： 坡子街沿街道路两
旁有停车位60个、三王街有停车位30个，收
费均为每车10元2小时，周末上午11点到晚
上10点车位紧张； 人民西路湘江路口至黄
兴中路步行街路段， 两侧有停车位约100
个，高峰时段为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
未见有收费人员收费。

免费停车位200个，晚上6点到10点车
较多。周边餐馆、商家较少，居民小区正在
建设中并自建有停车场， 白天停车需求不
大，停车位充足。夜间停车更多的是驾车前
来江边游玩的市民，停车时间不长。周六橘
子洲燃放烟花时段车位紧张。

周边收费停车位： 四羊方尊广场地下
有一洗车会所，洗车可免费停车，有停车位
近30个。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姜润辉 黄娟

如果您是去五一广场、太平街口、坡子街等地购物消费的话，除了湘江风
光带的免费停车位，高峰时段您还可以选择在这些地方停车。

1、三王丽都大厦停车场：停车位
约150个， 收费标准为每两小时10元，
大厦两侧都有停车场入口。周一至周
四车位不紧张，周五及周末上午11点
至下午2点、 下午5点至晚上10点车位
较少。

2、 青和上座停车场： 停车位约
150个， 收费标准为一个小时内10元，
每增加一小时加收5元。 周一至周四
晚上7点以后、周末从上午11点至凌晨
基本没有车位。

1、湖南省财贸医院停车场：停车
位约30个， 火宫殿东30米从坡子街进
入。收费标准为12个小时之内收10元，
一天20元封顶。 高峰时段为周末上午
10点半至下午2点， 下午5点至晚上10
点。

2、悦方停车场：车位约有280个，在
坡子街向东道路左侧、 君临国际A座西
南角各有一个出入口。收费标准为第一
小时10元， 以后每小时5�元，50元封顶。
周一至周五基本都有停车位。

1、路面停车位：约80个，可从人民西路上步行商业街西100米路
口进入，10元每两个小时。周一至周五基本上都有车位。

2、步行街停车场：有四个楼层可停车，停车位约400个，第一个
小时10元，以后每小时5元，50元封顶。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
到晚上8点为高峰时段。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林锐新 黄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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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长沙市湘江风光带，不少小车停到了行车道上。 记者 龚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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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整治城区“六纵六横”违停现象
车辆被堵停车位可拨122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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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28日，长沙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举行了《长沙市市区道路临
时停车泊位施划方案(征求意见稿)》听
证会，4月8日城区首批增设的临时停
车位开始启用并收费。

目前长沙路面收费停车位已经有
2823个投入使用， 其中咪表停车位有
936个。预计2013年至2015年，全市将
分批施划24148个道路临时停车泊
位，其中2013年5232个。

针对湘江大道风光带部分路段停
车位紧缺的现状，该科副科长李小军介
绍，根据《方案》湘江大道风光带已纳入
路面收费停车的管理范围。 李小军认
为，实现停车收费后，长时间停放在风
光带的车辆将会选择周边价格更为便
宜的停车场，类似于商家抢占车位的现
象也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姜润辉 黄娟
林锐新 曾韧

交警：用收费解决风光带停车难
长沙路面收费停车位年内增至5000个

三王街西侧百米范围内 坡子街两侧百米范围内 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

■制图/陈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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