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列车因台风停售或调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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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1日讯 今年8
月17日开始， 一张长沙购房
认筹者截图在微信内大量传
播，该截图显示购房认筹者落
户时间为1910年， 后有部分
媒体、网站引用该图片，称长
沙出现“来自清朝的购房者”。
经相关部门核查，此为谣言信
息。今日，长沙市公安局对外
通报称， 一名散布相关谣言
的网民被行政拘留。

警方通报称， 经公安机
关调查，8月14日， 违法行为
人陈某某（男，38岁，湖南邵
阳人，现住长沙雨花区）利用
PS软件，修改长沙市某楼盘
一位客户的认筹信息图片，
将认筹者落户时间由“1990
年”改为“1910年”，随后将
图片发布到互联网上， 经谈
某、蔡某、张某某、邹某某等
人转发后， 该图片被大量传
播，引发恶意炒作，扰乱了公
共秩序。

经批评教育，陈某某、谈
某、蔡某、张某某、邹某某表
示悔过。9月10日， 长沙警方
依法对谣言图片制造者陈某
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警方提醒， 网络并非法
外之地， 请勿随意发布、传
播、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坚
决抵制、积极举报造谣、传谣
等违法犯罪行为， 共同维护
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对散
布虚假消息、 恶意造谣传谣
的行为， 公安机关将依法严
厉打击。 ■记者 杨洁规

本报9月11日讯 今天，记
者从铁路部门获悉， 受今年22
号台风“山竹”登陆影响，9月11
日起广铁集团暂停发售9月17
日至18日广深港及杭深高铁、
广深及广珠城际所有本线列车
以及粤湘两地始发前往上述方
向的列车车票，对9月16日夜间
至19日的跨琼州海峡普速列车
限售广州以近车票。

同时，受今年23号台风“百
里嘉”登陆影响，9月11日起广
铁集团暂停发售9月13日至14
日海南环岛高铁车票， 自9月
13日起停止安排旅客列车过
琼州海峡，其中哈尔滨西至海

口 Z114/1 次 及 长 春 至 三 亚
Z384/5次列车安排在湛江西
站终止，北京西至三亚Z201次
及上海南至海口K511次列车
安排在广州站终止，郑州至海
口K457次列车安排在湛江站
终止。

铁路部门提醒， 已购买停
运列车车票的旅客， 可不晚于
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
日） 持车票到车站窗口办理退
票手续；在12306网站购买车票
的旅客，如尚未换取纸质车票，
可在网站直接办理退票， 均不
收手续费。

■记者 和婷婷

本报9月11日讯 长沙哪
些路口交通违法最多，哪些路
段最容易拥堵，哪些交通违法
是车主最容易出现的？今天上
午，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公
安交警、 金鹰955电台主办的
湖南第三届百万车主百日零
违 法 圆 满 收 官 ， 车 贴 号
15348A的范先生成为本次数
万参与车主中的幸运儿，获得
了三吨汽油的终极大奖。

交通事故报警数明显减
少，刮擦、相撞等快处快赔事
故同比均下降，这是百日零违
法挑战赛期间长沙交通状况
显著变化。 今年5月21日第三
届百万车主百日零违法挑战
赛正式启动， 共吸引了45109
位车主、507支团队报名参加。
从5月21日-8月28日， 历时
100天， 违法数较去年同期减
少3%。同时，在进行百万车主
百日零违法的5-8月期间，长

沙交通事故报警数为54749起，
较1-4月减少26800起， 长沙城
区交通事故量显著减少。

长沙交警同时发布2018长
沙文明交通出行手册，发布长沙
交通违法相关数据。 本次活动
中，被淘汰参赛车主违法行为最
多的分别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违反禁止标志指示、违停、违反
信号灯通行等，这四项的违法数
均超过千条。

被淘汰参赛车主违法地点
中，最多的是五一大道的蔡锷路
至建湘路路段， 其次是万芙路
的豹塘路路口、 芙蓉路的湘春
路至湘雅路路段。 根据大数据
分析， 长沙最拥堵路段前三分
别是五一大道（韶山北路-迎宾
路）东往西方向，林一路（溁湾
路-麓山路） 西往东方向以及城
南西路（蔡锷南路-天心路）西往
东方向。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孙玲芝 郎玲

“我们2013年购买的300
多平方米的平层， 当时房价为
19000元/㎡。”在万达公馆业主
陈女士看来， 小区高房价并未
与“高品质”匹配，其垃圾转运
站也一直是业主的“心病”，“万
达公馆2013年交房， 垃圾站于
2014年审批， 属于小区红线范
围内配套。扩建是否侵权？”

陈女士表示， 按照《物权
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建筑区划
内的其他公共场所、 公用设施

和物业服务用房， 属于业主共
有，“公共垃圾中转站规划在街
巷交会处及迎风口， 让人只能
掩鼻而过。 一旦改建并对外开
放，垃圾量将成倍增加，临南面
的三栋住户更是首当其冲，连
窗户都不敢开。”

和陈女士一样发愁的，还有
不少购买了“商邸”的业主。“当初
花数百万购买商邸，因紧邻西长
街，本就少有租客问津，垃圾站
改建后更是血本无归。”

万达公馆垃圾场变“公共垃圾转运站”？
开发商、社区：系提质改造工作，改造后地块属性不变

“小区内怎能建大型垃圾
中转站？”每每看到小区内的垃
圾场， 万达公馆的业主陈女士
就很是气愤，“环保局和街道在
没有征求我们全体业主意见的

情况下，强行在小区内建公共垃圾转运站。这是业主共同分摊
的，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属于业主。”

垃圾站的位置对一个小区环境至关重要。近日，不少万达
公馆业主向记者反映， 小区垃圾站的改建将严重影响生活。对
此，开发商和社区均表示，垃圾站已被纳入此次政府提质改造
范围，改造后产权仍属于业主共有。

今年7月，岳麓区达美溪湖湾被曝光突现“垃圾站”，并且它离
楼栋的最短距离只有8米，而业主们在购房时并不知情。开发商方
面表示，已通过审批，建成之后将接受环保部门的验收。而业主咨
询了岳麓区环卫部门得知，开发商建设垃圾站前并未与他们对接。

7月20日，金土地·第一湾小区的一名网友在微博爆料，2016年
开始，小区物业将生活垃圾站建到车库负二楼。在不通风的地下停
车场里，已有30多人被跳蚤咬伤。

避之不及，却又无法否认其作用。垃圾站频成“槽点”，该如何
安放？业内人士指出，要尽可能拉开垃圾转运站与住宅之间的空间
距离，根据我国2016年开始施行的《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即
使是最小型的垃圾站，也需要与相邻建筑间隔至少8米，并安排在
下风位置。

“此外，如果在老社区新建垃圾站，一定要业主参与决策。也可让
市民亲身体验先进环保的垃圾站，提前化解矛盾。”业内人士表示。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冯可 马卓

9月10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来到位于万达公馆东南角的垃
圾站，发现现场一片狼藉，裸露
的垃圾和因施工翻整的石块堆
满了整个垃圾站， 凉风中夹杂
着不可言喻的味道。

“垃圾站由物业运营。因是
‘露天’的，垃圾堆放满了难免
气味刺鼻。目前，政府将其纳入
了提质改造工程， 已于上周四
开工。 不过在业主的强烈反对
下，已停工协商。我们从社区了
解到，改造后其所有权仍归属业
主。” 大连万象美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李先生表示。

垃圾站产权归业主共有，
社区为何要强行“变装”？对此，
长沙市通泰街道吉福街社区主
任郭先生解释， 万达公馆现有
862户业主，商邸98户。随着入
住率上升垃圾增多，但现有管理
设备滞后， 垃圾箱容量仅为三

吨，常因气味刺鼻遭市民投诉。
“为响应站厕革命，开福区

环卫进行实勘， 将万达公馆东
南处规划垃圾房纳入此次提质
改造范围。改造后建筑总高度6
米， 总建筑面积102平方米，且
配备除臭设施一套， 属于全封
闭式垃圾站。”郭先生介绍，5月
17日， 社区对外粘贴了改造告
知书。9月4日在业主维权后，又
召开了协调会。

垃圾站最终将如何调整？
郭先生拿出了一份《开福区万
达公馆垃圾房提质改造情况说
明》给记者，该文件显示，垃圾
房改造后地块属性不变。 建成
后由物业公司管理， 包括清扫
保洁、设施维护等。因政府不再
管理，此地不属于公共垃圾站，
只负责本小区生活垃圾存放。
此外， 改造后现在垃圾房大门
封闭，大门将改朝西长街。

质疑 垃圾站属业主所有，改建是否侵权？

回应 改建后不对外开放，地块属性不变

观察

频成“槽点”，垃圾站该如何安放？

9月10日，位于万达公馆东南角的垃圾站，现场一片狼藉，裸露的垃圾和因施工翻整的石块堆满了整个垃圾
站。 记者 卜岚 摄

百日零违法挑战结束

这些路段“老司机”最易“失手”
长沙出现“来自
清朝的购房者”？
男子网上造谣被行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