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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边打电话边上网？
别忽略这项功能

本报11月22日讯 “接到老
板的电话， 需要核对活动预算方
案，可在通话时手机直接断网，有
点无措。”21日， 长沙市民王女士
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她曾就此
向运营商反映手机信号出现问
题，却被建议开通VoLTE（高清
语音通话）功能。

记者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获悉， 若用户无法在通
话状态下使用4G网络，可免费开
通VoLTE功能； 需要提醒的是，
如果中国电信用户设置了呼叫转
移，在开通VoLTE功能后需重新
设置呼叫转移。

目前， 已有超200款主流4G
手机支持高清语音。“iPhone6S及
以上机型均支持该功能， 但仍有
用户反映， 打电话时信号会跳回
3G，结束通话后，信号又会迅速
切换至4G。” 电信技术专员邹先
生提到， 苹果手机用户要享受高
清语音功能，除了开通VoLTE提
醒，还需将系统升级至iOS�13，这
样可改善部分信号问题。

■记者 黄亚苹

如何开通VoLTE功能？

移动用户： 直接拨打10086；
或者在中国移动App首页“语音短
信”服务中找到“4G高清通话”，开
通服务。

电信用户： 发送短信“KT-
VoLTE” 到100001办理， 也可通过
App和线下营业网点开通此项业务。

联通用户：发送“DGVOLTE”
到10010，收到回复确认方式短信
后，回复“Y”，该服务将立即生效。

本报11月22日讯 今日小
雪节气，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
汽车自燃是夏天才会发生的
事情，然而，据消防救援数据
统计，干燥寒冷的冬季同样也
是汽车自燃的高发期。近一月
来我省就接连发生4例汽车自
燃事故，引人警醒。

各地汽车自燃事故不断

记者从省消防总队获悉，
近期各地发生消防救援汽车
自燃事故多起。

10月23日，衡阳市衡州大
道往东路段，一辆红色小轿车
发生自燃。

11月13日，衡阳市石鼓区
一辆小车起火， 据车主反映，
起火原因是线路老化。

11月14日，娄底市娄星区
某大酒店对面马路旁边一小
轿车发生火灾。

11月21日19时36分，位
于益阳市资阳区致富南路一
小车突然自燃，瞬间被烧成空
壳，并蔓延至周边居民房。

冬季汽车自燃“四大杀手”

消防人员介绍，冬季气温
低，容易产生静电、火花等，应
注意冬季汽车自燃的“四大杀
手”。经过一个炎热的夏季，汽

车内的各管线极易老化。而在
冬季干燥、 低温的环境下，汽
车要产生同样的热能需要更
多的机械运动，如果汽车状况
不佳，车内的橡胶件及塑料件
容易老化龟裂造成短路，最终
引起自燃。

设备改装或更换不当。很
多新车车主都会给车辆配备
防盗器，换装高档音响，改进
造型， 还可能会添加空调等。
改装和更换工作如果不交给
专业的维修店，便会给自燃事
故的发生埋下隐患。

车内有易燃品也是“杀
手”之一。汽车内很多内饰材
料不具备防火性能，一旦发生
火灾，火势容易蔓延。很多司
机都有在车上放置香水、空气
清新剂的习惯，其实这些物品
在经过太阳照射后很容易爆
炸。 很多车主认为冬天温度
低，不会引爆这些物品，其实
是错误的观点。

开车最常见的动作———
踩刹车，也会产生热量。热量
通过固定在制动蹄片上的摩
擦片与制动鼓或制动盘之间的
摩擦产生， 这种聚集的热量不
因行驶或制动鼓的通风而完全
散发， 反而是会聚集起来。若
液压油出现泄漏，这种聚积的
热量就会将油液加热到其燃
点起火。 ■记者 张洋银

21日， 记者在布局共享车位
的月湖兰庭小区停车场内看到，
车位上有黄色地锁， 地锁上有二
维码， 车位上部有费用介绍，9点
至21点收费1.5元每小时，21点至
次日9点收费0.5元每小时。 共享
车位统一配备可连接蓝牙的智能
车位锁，每相隔3个共享车位还安
装了一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蒋卫平演示， 用手机扫二维
码，地锁下降后就能停车，将车驶
离后，2分钟后地锁会自动抬起。

“投入使用第一个月，车位使用高峰
期一般在中午和下午，平均每天能
达到60%左右。”他说，目前，有几名
业主已加入了私家车位的共享中。

“现阶段停车所得收益分两
种情况， 我们平台向小区开发商
租用的车位，收益归平台；业主将
私家车位在平台共享， 所得收益
全归他个人， 平台不会抽成。”蒋
卫平说，“目前就是想推广这个产
品， 同时也推广共享停车位这样
一种理念，暂未想过收费。”

共享私家车位可行？ 5个90后要拼一把
他们在长沙月湖兰庭租39个车位试水 首月每日停车率达60%，有几名业主加入共享

在长沙这座新晋网红城市，停车不是个容易事。毕业于
湖南师范大学的90后蒋卫平在一次停车被“堵车” 的经历
后，与4个朋友一起打造了社区里的共享停车位平台。“破解
停车难， 把私家车位空闲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共享出租出去，
每个月还能有创收，这种共享停车模式是今后各小区空闲车
位的发展趋势。”11月21日，在长沙月湖兰庭小区停车场，他
自信满满地介绍自己的想法（扫报眉二维码看新闻视频）。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周可 视频 刘品贝

早在2018年7月， 三湘都市报
记者就注意到长沙开始布局共享
停车位。共享车位公司“停划算”已
经在长沙运营了一年多，其工作人
员郑步福告诉记者，共享车位在长
沙的居民小区布局确实存在困难，
特别是管理方面。“目前打算在湘
江世纪城小区试点。”谈及困难，郑
步福没有具体透露，但他表示“小
区的共享停车位一定是下一个布
局的关键风口。”

据媒体报道， 杭州一家科技
公司运营的共享车位App也遇到

了困境。 创业者表示， 当初提出
“共享”概念，只是想利用错峰停
车，提高车位利用率，但大部分居
民认为车位开放是件好事， 但一
旦说到自己共享， 就觉得利益受
到损害。因为加入的小区较少，盘
活量不够是最大的问题。

蒋卫平说， 团队也曾经到外
地去学习过经验， 目前还处于免
费共享的阶段， 就是为了打响名
气， 之后再慢慢运营。“我相信这
个项目的初衷肯定是好的， 所以
我们不会放弃，会拼一把。”

11月21日，在长沙月湖兰庭停车场，蒋卫平向小区业主宣传共享私家车位的项目。 记者 石芳宇 摄

5人历时半年，化灵感为现实

今年4月，蒋卫平开车去朋友
家玩时把车停在了私人车位上，
取车时发现车位所有者将车横停
在自己的车前。他联系物业进行
协调，物业的工作人员指着挂牌
说“这是私家车位，不允许外来
车辆停车。”虽然心有不快，他却
萌生出把私家车位也变成共享
车位的想法。

蒋卫平找来4个朋友，着手
将这个想法变成现实。 他们当
中有程序员，有技术控，还有具
备用户运营管理经验的小伙
伴。从想法产生到项目落地，一
共花费半年时间。 为了解决目
前市面上所售智能车位锁续航

时间不够这一问题， 蒋卫平团
队多次在深圳、 上海等地厂家
反复调研， 并请教了物联网专
家，最终研制出只需4节干电池
即可续航9个月的智能车位锁，
申请了国家专利。

设备都有了，车位去哪儿找？
队员张鸽自告奋勇地与月湖兰庭
小区开发商进行洽谈。 经过多次
沟通， 小区开发商同意出租39个
未售出的车位。

今年9月，“小易停车”App和
微信小程序同步进入测试阶段，
10月正式向用户开放， 蒋卫平团
队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名为壹
秒停科技有限公司。

每日停车率可达60%，有几名业主加入共享

记者了解发现，在使用“小易
停车”后，出车库还需缴一次费用，
也就是说以后给共享车位费用后，
还需再给物业管理费。物业和车位
出租的收益尽管不存在冲突，但使

用起来似乎有点麻烦。“目前确实
需要交两次费，但是共享车位可以
避免在外面的违停罚款，或者与私
家车位车主发生争吵，这其实也是
一个双向选择。”蒋卫平说。

共享车位收过费，出停车场还需缴费

“小区共享停车位是下一个风口”

“小雪”时节也引火，一月连发4起汽车自燃
消防提醒：注意冬季汽车自燃“四大杀手”

避免私自改装，不要长时间踩刹车
消防救援人员提醒，除做好日常检查，远离易燃易

爆物品外， 车主还需避免私自改装， 不要长时间踩刹
车。 在车内长期配备有效灭火器、 绝缘手套等应急装
备。当发现车辆将要起火或已经起火后，应迅速打开双
闪，并将车辆停靠至路边，且远离周围的易燃物，疏散
车上人员和熄火并切断一切车内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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