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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熊猫双胞胎6岁了
来长近三年，早已乐不思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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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小区两套停车收费标准，该不该》后续

本报9月9日讯 同一个
小区， 同一个停车场， 写字
楼区域却比住宅区域翻了
一番（详见本报9月3日A03
版）。 三湘都市报记者对长
沙恒伟湘江时代广场“两套
收费标准”报道后，引起相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9月6日
下午， 岳麓区住建委召集辖
区街道办、开发商、物业公
司和业主代表商讨解决方
案，并明确表示：在停车场
没有进行功能分割前，写字
楼和住宅区必须实行同一收
费标准。

对于“两套收费标准”违
反了《物业管理条例》和《价格
法》的质疑，长沙恒伟湘江时
代广场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个

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解读不
一样。“我们定任何东西都是
根据相关流程来的，只是停车
场未做功能分割，才引发了争
议。”其称，对于业主公示期的
质疑， 不管公示了三天也好，
五天也好，这些都不是原则性
的问题。

“小区物业收费肯定是有
问题的。” 岳麓区住建委物业
管理科负责人表示，写字楼和
住宅区不分割的话，定价必须
一致。住建委负责人还听取了
业主们反映的空调耗能、停水
停电等问题，明确表示物业公
司应该提高服务意识，并要求
双方就相关问题尽早商讨出
一个解决方案。

■记者 张浩

本报9月9日讯 你知道吗?用
果皮、菜叶制作的酵素，不仅能去油
污、洗头发，还能止血。近日，10名
来自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南大
桥社区的8至15岁青少年， 顺利通
过了5天系统培训， 被正式聘为长
沙首批“垃圾分类宣讲小天使”。他
们将利用课余时间，把生活中“变废
为宝”小妙招教给身边人，倡导大家
共建“两型社会”。

“利用周末，让更多青少年参与
垃圾分类，让这成为一种风尚。” 长
沙市快乐义工协会会长、 长沙市两
型公益宣讲员刘光永说， 垃圾分类
从小抓起， 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垃
圾分类意识， 也将有力推动长沙
2020年全面实施垃圾分类的进程。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董劲 文颖

要闻·民生2018.9.10��星期一 编辑 刘永明 图编 言琼 美编 张元清 校对 黄蓉

本报9月9日讯 经常走万
家丽路的驾驶员注意了， 长沙
湘府路万家丽路口南口高架桥
下的辅道全封闭施工了， 南往
北方向有三个半月不能通行，
沿万家丽路从南向北行驶的车
辆无法走高架桥下的辅道进入
湘府路，需要绕行周边道路。

昨日， 记者在该路口看
到，湘府路万家丽路口的南口
桥下已立起围挡，南往北方向
不能通行。不少司机临时选择
南口桥下掉头处掉头。“昨晚9
点进行试围挡施工，不少车主
并不了解绕行路线。” 雨花交
警大队十一中队民警黄岳平
介绍。由于是周末，车流量并
没有往日大，但依旧时有拥堵
现象发生。现场还有不少交警
在疏导交通。

记者了解到，目前湘府路
快速化改造施工已进入最后
的冲刺阶段，其中西往北匝道
的路口关联墩WN－24号正
在建设中，为了确保湘府路桥
跨万家丽快速路的后续跟进，
对万家丽路南口高架桥下辅
道进行封闭施工。

民警建议，施工期间市民
朋友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确实有交通需求的湘府路以
北的绕行香樟路、 木莲路、沙
湾路出行；湘府路以南的绕行
时代阳光大道、韶山路、绕城
高速出行； 如要经过此路口
的，北往东行驶的驾驶员走万
家丽路上的北往北掉头口掉
头绕行丽白路向东行驶，南口
绕行经双塘路、香月路。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孙玲芝

本报9月9日讯 湖南省
交警总队昨日通报，9月5日衡
东县人民法院对京港澳高速
衡东段“6.29”重大道路交通
事故涉事危化品运输企业负
责人下达了刑事判决书，四被
告人均获缓刑。今年6月29日，
一辆大型客车在京港澳高速
衡东段穿越中央隔离带与对
向行驶的半挂车相撞，造成18
人死亡，14人受伤。

经深入调查，涉事危化品
运输车所属的洛阳新红运输
有限公司存在重大安全监管
责任，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
察局衡阳支队民警第一时间
赶往河南省，以涉嫌危险驾驶
罪将武某某等4名主要犯罪嫌

疑人抓捕归案。
9月5日， 湖南省衡东县

人民法院对4名被告下达了
刑事判决书，4人均犯危险驾
驶罪， 武某某判处拘役四个
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三万元； 张某某判处拘
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王某某
判处拘役三个月， 缓刑四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赵某某判处拘役三个月，缓
刑四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三万元。同时，禁止四人在缓
刑考验期内从事危险化学品
运输业务。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孙玲芝

郎玲 通讯员 廖正洪

本报9月9日讯 熊猫双胞胎兄
弟“成双”、“成对”是长沙生态动物
园里的“明星”。今天，这对熊猫双胞
胎兄弟迎来6周岁生日。长沙生态动
物园特意邀请了10对双胞胎小朋
友， 大家一起为熊猫兄弟庆生。

“成双”和“成对”出生于2012
年9月， 是诞生于四川成都熊猫
基地的一对双胞胎兄弟。 2015年
12月29日，这对熊猫双胞胎兄弟从
四川飞抵长沙，入住位于长沙生态
动物园熊猫馆的新家。在动物园工
作人员的细心照顾下，兄弟俩很快
就适应长沙的新生活，如今早就乐
不思蜀了。呆萌可爱的它们，也很
快成了长沙生态动物园里最有名
的动物明星。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冯可
通讯员 刘姝伶

“天心区竹塘西路的一处
荒地上，丢弃的共享单车堆积
如山了，你们快来看看是怎么
回事吧。”9月8日，长沙市民王
先生拨打三湘都市报新闻热
线0731-84326110，称这种情
况已经持续快两个月了，他看
着这些共享单车怪可惜的。

上千辆共享单车堆成小山

9月9日上午11时，记者找
到了位于天心区竹塘西路长
盛岚庭小区斜对面的这处
荒地。虽有一人多高的围挡
遮拦， 但堆积在荒地里的共
享单车已从部分围挡上“探出
了头”。

穿过围挡走下荒地，记者
发现，这些丢在荒地里的共享
单车包括ofo小黄车、 摩拜单
车、哈罗单车、酷骑单车以及
8月底才进驻长沙的青桔单
车，可见不少单车是近期才被
堆放在此处的。这些单车被堆
成了数个比人还高的车堆，粗
略估计数量超过1000辆。

记者试着扫码了几辆车，
发现单车均能正常使用。不
过，一些车辆虽然能正常扫码
开锁， 但出现了车身变形、部
分零部件脱落的情况。部分车
辆估计堆放有一段时间了，车
上已经覆盖了一层附近居民
扔来的生活垃圾。

堆放已有近两个月时间了

在走访中，附近的居民告
诉记者， 出现大量共享单车
堆放在此处的情况，已经有
近两个月的时间了，经常有
人开车来此堆放共享单车，
“他们的方式很暴力， 都是直
接扔车，不然怎么能把车子堆

这么高？”
住在附近的陈女士恰巧

在今早9点多路过此处， 拍下
了暴力扔车的情况。 记者看
到，视频里，一辆皮卡车停在
人行道上的围挡旁，车上载着
一车的共享单车，两名男子站
在车上，逐一将一辆辆共享单
车往荒地里扔。由于荒地比人
行道低不少，车辆连栽几个跟
头才滚进车堆。

陈女士称，“两男子称是
搬家公司员工，这些都是路上
收缴来的乱停乱放的共享单
车，他们只负责搬运，统一放
在这片荒地里。”陈女士认为，
共享单车违停的情况很普遍，
确实影响了市容，对违停车辆
进行收缴没有错，但暴力扔车
却不应该，“将这些共享单车
像垃圾一样丢在这里，一样影
响市容。”

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
映给了几家共享单车企业，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里应该是辖
区街道存放收缴的违停共享
单车的地方，下周他们将对堆
放在此处的车辆进行清理。附
近居民表示，该区域属于赤岭
路街道办事处管辖，由于是周
末，记者未能联系上赤岭路街
道办事处，对于暴力扔车的情
况以及后续处理情况，记者将
持续关注。

■记者 潘显璇

岳麓区住建委：
不进行功能分割，定价必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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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记者在竹塘西路看到堆积在荒地里的共享单车。 记者 潘显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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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竹塘西路一荒地出现令人“震惊”情景

上千辆共享单车被暴力丢弃成“坟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