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3日讯 今天，
记者从天心区文体新局获
悉， 该局在接到中央环保督
查组交办的“居民楼开轰趴
馆噪音扰民”举报后，立即赶
往现场执法核实。

经查， 青园街道井湾子
社区的星雨林小区5栋1408
房间内， 开有一家名为星晴

派对轰趴馆的场所， 对外宣
称组织进行交友和私人派对
活动，实际上，却超范围违规
摆放了音响设备， 没有办理
任何经营许可证照， 噪音扰
民的举报情况属实。 在执法
人员的批评教育下， 该负责
人承诺会按要求整改到位。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朱德军

一日双喜
长沙两彩民分别喜中
刮刮乐大奖

“很多人不会分、不愿分、
分了也白分！”垃圾分类，在长
沙已喊了多年，但总是搞不起
来。然而，5月23日，在岳麓区
八方小区，记者却看到了另外
一番景象。居民对家中的塑料
瓶、废纸等可回收垃圾可上心
了，原来，小区来了几台“秘密
武器”，它可以“吞下”可回收
垃圾，“吐出”积分让居民兑换
商品。如今，垃圾分类在八方
小区基本实现全覆盖。

近年来， 长沙通过垃圾
智能分类， 信息化管理和积
分兑换，调动居民积极性，大
力推广垃圾分类试点。

5月23日上午，记者来到
八方小区A区社区广场，看到
了3台智能垃圾分类机。区别
于普通的塑料分类垃圾桶，
眼前这个铁质的垃圾分类机
显得格外的“高大上”。 整台
机器由3个垃圾分类箱组成，
3个垃圾分类箱分别对应“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
垃圾”3种类别。

记者看到有居民将垃圾
放在上方的称重盖板， 即垃
圾盖上， 然后掏出门卡在刷
卡区，提示音响起后，盖板斜
着升起，垃圾自动入箱。整个
投放过程大概只需要18秒。

“我们的垃圾分类机，采
取全封闭式，避免散发异味。”
湖南乐享乐投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肖邦告诉记者，
“投放信息会实时传送到数据
后台，形成积分。”

八方社区党总支书记喻
双平表示， 每月月底组织志
愿者用积分兑换肥皂、油、洗
衣粉等礼品。 对街坊们而言，
垃圾分类的好处“看得见”。

据了解，长沙建立可回收
垃圾、厨余垃圾、大件废弃物、
旧衣物、有害垃圾等五类垃圾
分类体系，其中可回收垃圾由
智能分类回收机和专业环保
公司实现分类收运；厨余垃圾
由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公
司， 每天定时进社区集中收
运；大件废弃物由专业环保公
司预约回收或社区专场回收；
旧衣物与有关慈善机构对接
专门收集；有害垃圾由智能分
类回收机回收，由专业公司收
运处置， 做到前期分类投放、
中期分类收集运输、终端分类
处理的有机衔接。

长沙市两型办党组成员，
副主任谢湘明介绍， 今年智
能生活垃圾分类将推广到50
组，大约能覆盖2万左右的居
民使用。 ■记者 和婷婷

本报5月23日讯 5月29
日是中国计生协成立37周年
纪念日， 也是计生协第19个
“会员活动日”。 今日上午，长
沙望城区高塘岭街道用一场
宣讲健康知识的文艺汇演纪
念“会员活动日”，让群众学习

知识和观赏节目两不误。
据了解，本次文艺汇演中

的小品、双簧、诗朗诵等都是
倡导健康、全面二孩、幸福家庭
等政策的节目，既有观赏娱乐
性又有宣传教育意义。
■记者丁鹏志通讯员徐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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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上午，长沙市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兑奖室先后迎来了两位喜
气洋洋的彩民。 他们分别是来自宁
乡县和长沙县的两位幸运彩民，他
们分别中得了“点球大战”和“好运
十倍”的一等奖。

来自宁乡县玉潭镇金鑫南路县
幼儿园二园对面1号门面43016156
站点的彩民在5月17日当天途经该站
点，被展示柜里陈列的琳琅满目的刮
刮乐吸引，掏出20元钱购买了4张5元
面值的“点球大战”，完成了他人生的
第一次购彩，让他意外喜得“点球大
战”一等奖20万元。

来自长沙县星沙创业乐园E17栋
43015038投注站的幸运彩民的中奖
故事同样也有点小传奇， 很少购买刮
刮乐玩法的他， 当天下班之后在
43015038站购买“动物总动员”玩法，
这期间他看到有其他的人陆续过来购
买刮刮乐， 被感染的他也掏出了20元
钱购买了2张10元面值的“好运十倍”，
第一轮购彩他没有任何收获， 意犹未
尽的他又掏出30元钱购买了3张，当他
刮到最后一张时， 他完全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自己核对了3次之后，又叫
来投注站销售员帮他确认， 在两人多
次核对后， 确信是真的中得了一等奖
40万元。5月18日一大早， 他就赶到长
沙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兑取了自己的
超级大奖。 ■王慧婷 周万力 柏义志

本报5月23日讯 “砂子
塘那里太容易被抄牌了。”近
日， 有长沙市民这样感慨，他
明明把车停在规定停车位还
是被抄牌。由于不了解砂子塘
路的限时交通管制，不少驾驶
人在这里被电子警察抄牌。记
者今天现场体验了砂子塘路
通行和停车情况， 交警提醒，
蓝色停车位限特定车辆限时
停放，普通车辆长时间占用不
仅会被罚款、扣分，还可能会
被拖走。

砂子塘路限时单行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砂子
塘路， 正值上学送孩子高峰
期，不时有车辆停下来下客。砂
子塘路短短几百米的路段，有
两所小学，一所中学，早晚上下
学时间，该路段车满为患。在稻
田中学附近， 有小车停进了路
边的停车位， 家长和孩子一同
下车，把车留在原地。

“不少家长觉得把车停到
了停车位就妥当了，其实这样
也有可能受处罚。还有些家长
不清楚砂子塘路的交通管制
情况，往往因此被罚。”雨花大
队六中队民警高源说， 目前，
砂子塘路实行限时交通管制，
每天早上7点至8点半、 下午4
点至7点实行东往西的单行管
制，其他时段双向通行。如果
在以上时间“闯禁”，将面临罚
款100元的处罚。

新增多种临时停车位

有细心的家长发现，该路
段以前白色框的永久停车位
变成了蓝色， 周边还树立了
一个即停即走指示牌。 记者
在现场看到，指示牌“P”字母旁
有“学生接送车位”字样，还有
一块白色指示牌注明“即停即
走，在7∶00-8∶00，16∶30-18∶00
时间段内”。

民警介绍，砂子塘路新设
了15个左右的学生接送车位，
车位线为蓝色，停车需即停即
走， 在标志规定的时段外停
车，将会被电子警察抄牌。

在该路段， 记者还发现
另外一种蓝色车位， 标志显
示为“出租车午餐聚集点
11 ∶00-13∶00”，民警提醒，这是
为出租车驾驶员就餐提供方
便， 出租车可以在以上时段免
费临时停放。记者了解到，除了
砂子塘路，在曙光路、东二环团
结路立交桥等多地均有出租车
就餐专用停车位。

民警提醒，目前长沙已经
在多所中小学周围或者出租车
午餐聚集点设立蓝色停车位。
蓝色停车位旁设有停车指示
牌， 该停车位只在特定时间段
供特定车辆停放，其他社会车
辆不可随意停放。违反指示牌
停放的车辆将被处以100元罚
款并扣3分， 阻碍交通秩序的
车辆将被拖离。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沈潘 通讯员 周小龙

长沙砂子塘路为何这么容易被抄牌？
这条路早晚限时单行 新增的蓝色停车位看清楚“限制时间段”再停

以戏说健康，观赏学习两不误

垃圾分类“神器”来了，分对了能赚钱
长沙推广垃圾分类试点，今年将覆盖2万居民

“轰趴馆”噪音扰民被取缔

“点球大战”和“好运十倍”的中奖彩票。

5月23日，长沙市砂子塘路，新增了一排蓝色的学生接送车位。 记者 虢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