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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夜间占道停车多少钱？
小车2元/4小时，5年都没变过
成都交投城市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再度重申收费标准，目前已展开新一轮专项整治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核心
提示

差别化收费

多收停车费、停放15分钟以内的车辆不免
费、收费不扯票……关于夜间占道停车，一些
市民曾经遭遇过类似的不愉快。据了解，由于
目前占道停车白天和夜间收费标准相差较大，
很多市民对于夜间占道停车的收费标准并不
清楚，给了少数收费员可乘之机，这也大大增
加了夜间占道停车的管理难度。为此，昨日成
都交投城市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再度重申，小型
车夜间占道停车的收费标准就是2元/4小时，
目前停车公司也已展开新一轮专项行动，对夜
间占道停车的收费情况进行全面整治。

昼夜价差大
少数收费员借机钻空子

28元

“不是说晚上停车4小时内都是2元钱
吗？怎么收费员说要5元？”上周末，成都交投
城市停车管理公司的投诉热线接到市民蒋先
生打来的投诉电话。 家住梁家巷附近的蒋先
生，周末约了几个朋友到家里聚会，朋友把车
停在小区外的占道停车点， 停车管理员说收
费5元， 但蒋先生看到公示牌上标明晚上7点
以后的占道停车，收费标准是2元/4小时。
在接到蒋先生的投诉后，停车公司立即派

2元

出所属片区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我
们将对当事停车员进行调查， 核实情况之后，
肯定会进行严肃处理。” 停车公司负责人表
示，经过几年的规范管理，现在占道停车的秩
序都有了很大的改观， 接到的投诉也越来越
少，但夜间占道停车在投诉中比较集中。据市
民反映，市内部分夜间占道停车点存在超标准
收费、预先收费、超范围停车收费、停放15分钟
以内的车辆不免费等不规范服务的行为。
为此，停车公司主动进行过多次整治，规范
化服务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当然，监管是一
个长期和动态的过程， 希望广大市民熟悉了解
夜间收费标准，对收费行为进行社会化监督，在
共同维护市民权益的同时， 促进停车公司收费
服务质量的提升。”停车公司负责人表示。

权威发布：
小型车夜间停车2元/4小时·次
为何目前夜间占道停车问题较多？对此，
停车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几次调整后，
市区占道停车实现了差别化收费， 停车费最
贵的一类区域收费标准已达到起价10元/小
时，之后每半小时3元，按照这一标准，如果白

天在一类区域停车4小时，应收的停车费为28
元。但到了夜间停车时段，在同一位置停车4
小时只需要2元钱，“价差达到了14倍，这让少
数收费员产生了借此牟利的想法。”该负责人
说， 有的私家车主听说夜间停车4小时只要2
元钱，自己都感到不敢相信。
该负责人表示，所谓的夜间停车，是指从
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一时段的占道停
车，都统一按照夜间停车收费标准来进行，“根
据夜间停车的收费标准， 对于小型车单次停
放， 按照2元/4小时·次的标准进行滚动收费；
如果停放时间不够15分钟，那么免收停车费。”
该负责人表示，这一收费标准是按照成都
市物价局的规定在2009年时制定， 从2009年7
月20日起正式开始实施， 从那时开始的5年多
时间内， 虽然白天占道停车收费标准几经调
整， 但夜间占道停车收费标准一直没变，“大
家一定要牢记这一标准，一旦发现问题，可以
立即向我们投诉。”该负责人说。

专项行动
全面整治夜间占道停车收费
停车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从今年4

月起正式成立占道停车监管中心， 每天最主
要的职责就是对全市停车服务人员的履行行
为和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截至7月31
日，监管中心共出动2832人次，检查了1520个
停车场，纠正处理不按规定使用PDA机、违规
收费等288起违规事项。”
不仅如此，从今年5月20日起，停车公司将
投诉中心的工作和人员也移交到了监管中心，
进一步增强监管的方式和力度，一旦接到相关
的投诉，立即派出各个片区的监管人员及时进
行处理。监管中心还逐步完善了社会监督员机
制，利用市民的监督对停车服务进行规范。
“各种专项整治行动也在持续进行。”该
负责人说，在今年5月，停车公司就针对占道停
车管理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专
项整治，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检查了4609车
场·次，查处不规范服务行为118人次，让临时
占道停车场的不规范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从8月15日开始， 新一轮的专项整治行动
已经开始。该负责人说，这一次专项行动的检
查范围非常广泛，目的是要在巩固前一阶段专
项整治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希望借助这一次行动，让全市占道停车收费
的服务水平再上一个台阶。”该负责人说。

这个久哥有点“傻” 修路避开自己家
在“走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惠民生”过程中，龙泉驿区上演着一幕幕温馨感人的故事
当听到久哥提议先修7、8组时，大家都很诧异：
“诶，久哥咋不提议先修他们自己家那边喃”？
原来啊， 争取的资金只够修一条路，7、8
组的人口密度最大， 路通后可以方便更多的
村民。听完了久哥的解释，大家都十分支持。
很快，消息传开了，久哥所在的3组，群众难免
有些埋怨，但他却选择微笑着默默离开。
很快， 资金到了位， 施工队开始干了起
来。自从7、8组的路开工以来，黄久金每天回
家的时间又往后推迟了不少。 一转眼，7、8组
的路终于在村民们的期盼中竣工了。接下来，
9组，4组，6组，11组……慢慢地， 在他的带领
下，一条条村组道路穿梭在桃林地里，全村的
交通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村民们的生活水平
也不断地提高。
如今，黄久金已经调到镇上工作，并兼任
红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但花果村村民们都
还深深地惦记着他，在他们心目中，黄久金一
直都是他们最熟悉最亲切的好“久哥”。

好记者讲好故事

电压稳了 煮饭再也不怕煮不熟

黄久金（中）来到花果村村道上看道路通车情况 图据龙泉驿宣传部

“电压稳了， 现在煮饭再也不怕煮不熟
了。”“他们都说‘久哥’有点傻，修路绕开自
己家，先通村民的家，其实没得久哥哪有我们
的方便啊！ 真是一个好干部。”“要不是这些
姐姐们来帮我照看孩子，我暑假都莫法上班”
……在“走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惠民生”过
程中，龙泉驿区一直上演着一些温馨、感人的
故事。

道路通了 最先受益的是村民
7月30日下午，35℃的气温没有丝毫下降
的迹象。龙泉驿区山泉镇党委委员黄久金走出
山泉镇红花村村部，正赶上一场突如其来的阵
雨，全身被淋得湿透。来不及换套衣服，他几乎
小跑来到正在装修的第二便民服务点，“这边

今日
征集继续
扫码继续

“姐姐”来了 带孩子牵红线……
“要不是有这些开心姐姐帮我看管娃娃，
这个暑假我班都没法上了。”家住怡和新城崇
德社区的张桂芳儿子7岁了，每到放假，她就
得请假在家，为了陪儿子过假期，她已经换了
好几份工作了。
今年暑假， 当地妇联在张桂芳的家门口
开起了儿童之家， 来自幼师专业的学生志愿
者组成的“开心姐姐”志愿服务队，专门帮像
她这样既要忙工作又要带孩子的妈妈。 看着
儿子在“开心姐姐”的陪伴下写作业、玩游
戏，张桂芳十分放心。
“我们成立‘开心姐姐’服务队，就是为了
满足妈妈们的需求，除了‘开心姐姐’，我们还
针对小孩、青年、老人等各个年龄阶段的服务
对象，成立多支服务队，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
活中的难题。”龙泉驿区妇联副主席付英说。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在前期的走基层
过程中， 当地妇联将收集的意见和建议进行
了分类， 针对年轻妈妈们提出的孩子暑期无
人看管问题，专门成立“开心姐姐”服务队；
针对经开区企业青年职工不好找对象的情
况，又成立“缘分姐姐”服务队，搭建相亲平
台当月老牵红线； 针对老年人希望定期体检
的需求，区妇联联合辖区内一些医院，组建了
“爱心姐姐”服务队，定期深入居民院落，为
老人免费体检； 针对妇女儿童在维权中遇到
的法律难题，区妇联组成了“智慧姐姐”服务
队，帮助妇女儿童维权。
爱心姐姐、开心姐姐、缘分姐姐、智慧姐
姐……这些细分后的姐姐服务队， 更有针对
性地满足各个年龄阶段服务对象的需求，尤
其是在服务和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方面， 更是
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我们的队伍还在扩
招，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我们的服务队
伍。”付英说。
徐伟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最美乡村教师点赞：什么能比得上父母的陪伴
了，1个小时后，爷爷杨宗全发现杨浩蜷缩在
被子里，忍着哭声，枕头都湿了，“我问他怎
么回事，他没有说话。”杨宗全只好给杨浩
的妈妈拨通了电话。昨日，杨浩对这件事依
然记忆犹新， 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晚上
睡不着觉，想爸爸妈妈了。睡着了有时也会
做噩梦。”

每日扫码时间为
当日0时-21时
成都商报今日继续征
集留守儿童信息， 如果您
身边有不能与父母中秋节
团 圆 的 留 守 儿 童（6-14
岁）， 请告知我们联系方
式， 帮助孩子拥有与父母
团圆的机会。
征集渠道：成都商报热
线 028-86613333-1、QQ：
86612222、成都商报微信公
众号、成都商报微博。
今日， 希望广大读者
继续通过手机微信“扫一
扫” 等二维码扫描工具，
扫描本版上的公益二维
码，每扫一次，在不需要支
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系
统将自动生成10元“团圆
基金”，作为给孩子与父母
中秋节团圆的专项路费。
在弹出的页面里填入姓名
和本人有效联系方式，即
有机会获得精装月饼。

张明慧：
妈妈说30天就回来 咋还没到家
因为学校开学， 宋迪泉老人在邛崃高何
镇沙坝村的院坝学堂暑期补课也正式结束。
在得知成都商报读者帮助村里留守儿童筹集
路费与远方的父母团圆后， 这位给村里留守
儿童义务补课15年、被誉为全国“最美乡村教
师”的老人说，这些留守儿童，与父母见一次
面，比补一次课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
宋老师曾做了42年教育工作，退休后，看
到高何镇上的孩子们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开
始走家串户地为孩子义务辅导。2009年，宋老
师辅导的孩子越来越多，于是周末和寒暑假，
在家中院坝办起了辅导班。 对于成都商报此
次活动，老人非常支持。老人说，自己办补习
班，“其实就是让这些父母没在身边的孩子，
有种安全感和归宿感， 但没有谁能比父母带
给他们的更多。”
截至昨晚9时，通过读者爱心扫码筹集到
的“团圆基金”已达54730元。

杨浩：
夜里躲进被窝 想爸妈泪湿枕头
编辑 何先菊
美编 欧鹏 校对 陈婕
cdsb866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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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民办事太远了，要赶快整完，早点投用！”
一边查看装修的进度，一边叮嘱工人再快点。
从花果村调到镇上， 黄久金的工作重点
却依然还在村上。“白天入户解难事， 晚上加
班写材料。”比起在花果村当支书，黄久金更
是早出晚归，家里人甚至很少见到他。而村民
们却亲切称他“久哥”，如亲人般相处。
花果村地处山区， 村内交通不便。 前些
年，每到水蜜桃丰收时，村民们就为满筐的桃
子拉不出去而发愁。就这事儿，让刚当上村支
书的黄久金好长时间没睡过安稳觉。 黄久金
每天早出晚归，带着村干部跑了镇上跑区里，
跑了交通跑发改， 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
视，并多次来到花果村实地考察。
功夫不负有心人，修路的资金终于有了眉
目。 久哥随后召集所有村干部商量修路的事。

“现在煮饭再也不怕煮不熟了，香喷喷
的白米饭，味道就是好！”近日，成都商报记者
走进龙泉街道驿都路社区瑞应苑小区， 受益
的居民们纷纷表达此番心声。“小区变压器升
级了，我们现在用电既省心又舒心。”
来到居民刘燕家中， 她正在炒菜。“现在
电压稳了，烧饭十来分钟就好了。”指着冒着
热气的电饭锅，刘燕乐呵呵笑着，以前，每遇
到中午烧饭高峰，煮上半个小时，饭还是“夹
生”。
65岁的李大爷说：“小区以前的线路因为
供电负荷超载经常跳闸，严重时，一天要停七
八次电。空调、风扇无法启动，小孙女在家中
热得不行。”但如今，他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群众反映的问题， 基层党支部第一时间
解决。今年4月，驿都路社区党支部深入小区、
住户家中收集建议。瑞应苑小区居住353户居
民，大多数人反映小区变压器功率太低、家中
电压不足的问题。汇总意见后，社区党支部立
即与相关部门联系， 投入10万元将原来的老

变压器更换为315KV功率，大大提高了供电效
率，同时对小区老旧电线进行升级改造，让居
民告别低电压，用上“舒心电”。

与别的留守儿童比起来，杨浩算幸运的。
由于爸妈在浙江平阳县打工，7岁之前， 杨浩
一直与爸妈生活在那边， 去年爸妈从浙江去
了新疆， 杨浩被送回了爸爸的老家邛崃高何
镇，由爷爷奶奶看管，到了邛崃后，杨浩一直
很想爸妈，他说：“一直和他们生活，突然到了
陌生的环境，不舒服。”
今年4月的一晚，杨浩9点钟就上床睡觉

6岁的张明慧去年初被父母从新疆送了
回来，由堂姐照顾。每次父母打电话回来，她
总会问同一句话：“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为了安抚她， 妈妈告诉她：“我们30天后
就回来了。”没想到这么一句话却被小明慧牢
牢地记在了心里， 她每天都掰着手指计算着
什么时候才到30天，小指头数完了，30天也到
了，可小明慧还是没有盼到妈妈爸爸回来，等
到父母从新疆打电话回来时， 接电话的小明
慧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昨日扫码中奖手机号码
135XXXX5561
135XXXX2128
139XXXX6602
138XXXX0212
134XXXX2347

187XXXX2171
138XXXX9974
138XXXX6896
181XXXX6307
135XXXX8624

请中奖读者凭有效身份信息
及 电 话 号 码 ， 明 日 9 ：00-18:00 前
往 红 星 路 二 段 159 号 成 都 商 报 社
10 楼热线部领取礼盒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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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境内新发现超
大规模型矿脉， 新增稀有矿氧化锂资源
量64.31万吨。
雅江县甲基卡是亚洲最大的锂辉石
矿区， 此次的新发现证明甲基卡的外围
据新华社
仍具有极大的找矿潜力。

古镇与音乐联姻
开创古镇音乐节新时代
成都商报讯（记者 袁勇）为了进一步
提升成都市重点历史文化名镇品牌竞争
力，成都市文化局、市旅游局、成都文旅集
团及平乐镇、五凤镇等有关部门联合打造
的“天府古镇音乐节”推出第一季：9月6
日到8日，天府古镇音乐节（The Ancient
Town Music Festival） 将在平乐古镇开
唱；下一站10月底金堂县五凤古镇。
据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 提出打
造“天府古镇音乐节”品牌基本构想和
举办成都市天府古镇音乐节， 其目的就
是串联、激活各古镇不同的文化符号，吸
引游客和社会各界持续关注。

快来，为尊敬的老师
送上微祝福
再过几天，就是9月10日，第30个教
师节。 今年， 成都商报联合成都市教育
局，推出“微祝福——
—为最尊敬的老师
说心里话”的大型公益活动。亲爱的小
读者及家长朋友，只要你参与，向你最尊
敬的老师说上最真心的话， 你的文字就
可能变成铅字， 出现在成都商报的教师
节特刊上。
此次“微祝福”大型公益活动历时8
天，活动对象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及
家长， 对老师的微祝福字数在140个字以
内。我们希望你的微祝福发自内心，真切
感人，具体细微，可摸可感。
从即日起到9月8日， 你可以通过热
线、微博、短信、报料邮箱等方式参与，拨
打商报新闻热线参与： 拨打86613333－
1； 邮 箱 参 与 ： 发 送 内 容 至
sb86612222@163.com；短信参与：编辑短
信发送至1355861222；微博微信参与，编
辑好祝福信息后， 在内容前加上#微祝
福#，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上@成都商
报或者@成都教育， 或者将你的祝福发
送 到 成 都 商 报 微 信 公 众 号
（cdsb86612222） 或 者 成 都 教 育 cdjy2013。 特别提醒的是， 请在每条祝福
里，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所在学校以及
老师的学校、姓名，当然，有老师的照片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飞
再好不过了。

熊猫版萌宠成长记
小心萌翻你
全球首次大熊猫成长直
播，龙凤胎系“体育名门”

大熊猫龙凤胎毛哥、毛妹
图片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提供

虽然不能亲密接触， 但很多人已经
把大熊猫当成了心中的萌宠。 不能看着
“萌神”快快长大？为了弥补各位粉丝的
遗憾，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决定推
出“全球首次大熊猫成长直播”活动。
9月5日， 该活动将正式启动线上直
播。第一次直播时间为9月5日06:30－22:
00，第二次直播时间为9月6日08:00－20:
00。届时，全球网民将共同在线见证大熊
猫龙凤胎“毛哥”、“毛妹”（乳名）成长
过程中的精彩瞬间。

一个多月大 它们快要睁眼了
据成都熊猫基地工作人员介绍，两兄
妹是今年7月26日下午出生的， 前后间隔
了6分钟。 之所以选择它们， 除了是龙凤
胎，还因为它们系“体育名门”。兄妹俩的
妈妈是大熊猫“毛毛”，正是2008年北京
奥运会吉祥物大熊猫 “晶晶” 的创作原
型。而“毛毛”的妈妈“娅娅”出生于1990
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当天，是世界上首例人
工繁殖成活的大熊猫双胞胎中的一个。
别看刚刚一个月大， 两个小家伙可
好动呢。 它们平时总喜欢大声地 “哼
哼”，或者摇着脑袋四处寻找奶头。睡觉
时， 兄妹俩又喜欢紧挨着躺在木床的角
落里，那毛茸茸、胖乎乎的模样直逗人捧
腹。 基地大熊猫专家黄祥明提醒网友，大
熊猫在出生40日左右，其眼缝将逐渐增大
至半开状，到50日左右，双眼全睁，等到了
65日左右，就要开始出牙了。所以，见证萌
宠成长的时刻，各位网友千万不要错过。

直播持续3个月 还将征名字

邓林鹏：
见到电话就拿 只为和妈妈通话
昨日下午，沙坝村村干部高美莲，路过邓
林鹏家的院坝， 远远地就看到小林鹏跑过来
了，小家伙扯着她的衣角，嘴里闹个不停，大
人们已经习惯了，“他又要去抓电话了， 要跟
他妈妈打。”
高美莲把手机递给了他， 小林鹏拿着手
机，一下一下按下了号码，边按边念，通了，他
喊了声“妈妈”。
5年前，小林鹏才1岁多时，父母去了江苏
常熟打工。从那以后，小林鹏一年只能和爸妈
见一次面，爷爷邓贵全说，只要看到电话，他
就要去拿，“最初我们还以为是孩子淘气，结
果一看电话，他把他妈妈的电话拨通了，也不
晓得是从哪里知道的号码。”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刘涛 摄影记者
张士博

扫码
有奖

四川发现超大规模锂矿
新增储量逾60万吨

和妈妈通话邓林鹏露出了笑容

伊泰天骄

合能地产

万达瑞华中心

明宇集团

蓝光BRC

信和

9月5日、6日， 全球网友将可以在
YouTube、NicoNico 的“pandapia” 官 方
主页看到大熊猫龙凤胎 “毛哥”、“毛
妹”的直播视频。随后，在线直播将持续
于近3个月内定时于每周六在YouTube、
NicoNico的“pandapia”官方主页同步推
出，“优酷土豆”的“熊猫家园-pandapia”官方主页也将陆续推出相关视频，让
全球网民一起在线见证“毛哥”“毛妹”
成长过程中的精彩瞬间。同时，成都熊猫
基地还会将每日跟踪拍摄的“毛哥”“毛
妹”成长视频上传至YouTube、NicoNico、“优酷土豆”的活动官方主页，并为
用户提供观看和下载服务。
据工作人员介绍，为增强活动的参与
性，成都熊猫基地还将同步启动“#吐槽
熊猫名#话题讨论”、“大熊猫命名规则
全球征集”等趣味在线互动活动。网友
可以对熊猫命名规则等提出意见， 专家
将结合网友建议来发布命名规则。 接下
来，熊猫基地还将为两兄妹征名。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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