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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外来车占车位，小区实行出入卡

停车新规卡住不少“自家人”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宠物狗送人后丢失

原主人悬赏三千寻爱犬
本报聊城 1 月 6 日讯

(记者 李怀磊) 去年 12
月 4 日，开发区阳光 E 时
代小区张女士送给邻居的
宠物狗丢失了，过了一个
多月还没找到。由于和小
狗感情很深，张女士悬赏
3000 元寻找爱犬，希望能
帮邻居尽快找到。

6 日上午，在东昌东路
阳光 E 时代小区附近电线
杆上，一张《寻狗启事》
（如右图）上写着，去年
12 月 4 日下午，在开发区
阳光 E 时代小区内，一只
棕色吉娃娃公狗丢失，如
果有人找到小狗并送回，

将送上现金 3000 元表示感
谢，并附有联系方式。记
者随后按照上面的联系方
式打了过去，得知贴启事

悬赏寻宠物的并非狗主
人，而是宠物狗的原主人
张女士。

“小狗刚丢失那几
天，几乎每天伤心得流
泪，想起来就难受。”张
女士说，邻居家丢失的吉
娃娃很通人性，它的眼睛
仿佛会说话，在小区见了
她特别亲近，远远就会跑
过来围着转。张女士经常
喂小狗东西吃，有时候邻
居带着到她家玩，临走时
小狗还恋恋不舍的样子，非
常可爱。

张女士介绍，去年夏
天，家人从济南带回来一公

一母两只吉娃娃幼狗，她觉
得两只在一块不好养，便将
公狗送给了邻居。但小狗送
出以后，和张女士一家的感
情依然非常好。

小狗丢失后，张女士连
续十多天帮忙寻找，还查看
了小区摄像头拍下的视频，
但都没有看到吉娃娃的影
子。“这几天，我复印了
140 多份《寻狗启事》，在
小区附近张贴，并悬赏
3000 元，希望能尽快找到
爱犬。”张女士说，希望有
人见到丢失的吉娃娃宠物
狗，给她打电话 8601860，并
表示感谢。

5 日开始，外来车
辆不能在星光水晶城
小区过夜，过夜或超
时要收费，而业主的
车辆出入门都要刷
卡，放错位置将收回
出入卡。有居民表示
外来车辆不能随意入
内，小区车位宽松了，
但亲友的车辆也不能
多停留。还有居民办
卡有点难，只因为车、
房登记人不同。

>>小区车辆多秩序乱
6 日，星光水晶城小区门

前一辆红色的私家车被拦在
门外。小区保安说，小区刚出
新规定，车辆出入要刷卡，外
来车辆留下行驶证再进入。

小区保安队长介绍，小
区周围有很多沿街商铺，因

为小区安保措施好，很多商
户喜欢到小区里停车。“现在
弄得小区停车位很紧张，车
又多又乱。”

居民许女士说，小区里
道路不宽，路边还常有车辆
乱停，路面更窄了，经常有车

对开，因为绕不过去，双方就
不停按喇叭，下班高峰期小
区里还经常堵车。“闹哄哄
的，周围路过的人心情都变
得很烦躁。”居民陈先生告诉
记者，一进小区，眼前就是一
排车，要绕过车阵才能进入

小区主干道。
去年，居民李女士花

1000 元租了一年的停车位。
“每次开车回家，停车位上都
有车，还不是同一辆。”李女
士只能自己再找空塞车，花
了钱还没地停。

>>外来车超时停放要收费
为解决这些问题，从 1 日

开始，星光水晶城小区贴出
《小区车辆临时管理规定》，并
从 5 日开始实施。

规定上要求，大型车辆
不得进入小区，在小区内行
驶的车辆必须由东向西绕
行，不得逆向行驶；非业主车

辆及外来车辆进入小区，将
实行临时停放管理，不得在
小区内长时间停放(3 小时以
上)或过夜；进入小区时，车辆
驾驶证或行驶证交门岗人员
管理，做好出入登记；发现车
辆超时停放或过夜的，按每
次(24 小时内)50 元收取临时

停放费用。
该规定同时写明，小区

有车业主将统一实行临时出
入卡管理制度，对没有车位、
没有车库的业主，小区指定
了车辆停车位置，有车位、有
车库的业主，车要停在自己
的车位、车库内。规定上写

着，如果车辆不按照指定位
置停放，物业公司将收回临时
出入卡。

“5 日是实行的第一天，
比较混乱，有不少小区业主被
卡在外边，还因此发生争执甚
至堵门，但都解决了，6 日秩
序不错。”门岗一位保安说。

>>办卡卡住不少准业主
规定出台后，有很多车

主办理新卡，但办理出入卡
时又出现了新问题。在办卡
过程中，为证明是小区业主
的车，物业要求业主带着房
产证或购房合同、行驶证，
两证姓名要吻合。

“房子是我公公的名
字，车在我老公名下，我办
卡要怎么证明？”居民李女
士对此有些头疼。物业工作

人员说，像李女士这种情
况，要带户口本，证明房主
和车主的父子关系。“很多
居民房子是男方的，车是女
方的，办理出入卡要带上双
方的结婚证。”

居民刘先生说，购房合
同拿去办房产证了，房子里
住的是我亲戚，他要给亲戚
办个出入卡。物业工作人员
表示，没前例，让刘先生找

小区保安部门咨询。
这名工作人员说，如果

是租房客办卡，可以出示房
主的出租证明、房管员的确
认证明。但刘先生说的情况
不属于出租房，他们也不知
该怎么办。

另有一些小区业主开始
翻找原来的出入卡。业主孙
先生说，他原来有两张卡，
现在要去保安室重新登记一

下车牌号、车主等详细信
息，出入卡升级后，就能正
常使用了。

据了解，小区有 1300
多户居民，有些居民家中有
三辆车。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介绍，小区有 295 个车库、
72 个带锁车位，还有很多划
定的停车位，具体数目没计
算过，不过到目前已办理了
600 多张出入卡。

 6 日，小区门前有
车辆出入，栏杆上提示“车
辆出入请刷卡。”

流水两小时 窗上结冰挂
疑因太阳能上水忘关阀门

本报聊城 1 月 6 日讯
(记者 张召旭) 6 日上
午，育新街花园小区一居民
楼上不断有水流下来，楼下
一家商铺的广告牌上挂上
冰挂，附近人行道也结上一
层薄冰。

6 日上午 10 点半，记
者在育新街东段花园小区
看到，一栋临街楼北侧的排
水管正不停地往下流水，
水一直流到路面。水流经
过的窗户和一楼商户的广
告牌上，凝结成细小的冰
挂，商店门前的人行道和
一部分机动车道上结上一

层薄冰。
该小区居民王先生

说，今天早晨 8 点多，他
送孩子上学回来时发现，楼
上的排水管道不断往下流
水。“水从楼顶流下来，可能
是楼顶上有太阳能水管冻
裂了。”在育新街做生意的
孙女士认为，也可能有人给
太阳能打水时，忘了关阀
门，水满了就溢出来，有
两个多小时了。

因为不知道具体是哪
儿出了问题，居民们也没办
法，表示只有等到晚上再问
问。

买烤肠功夫 电动车没了
本报聊城 1 月 6 日讯

(记者 张召旭) 买根烤
肠的时间，自己的电动车
就没了。 6 日上午，市民
蔡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窝
心事。

家住利民小区的蔡先
生说， 6 日上午 10 点左
右，他骑电动车路过利民
路一个烤肠摊时，想起母

亲喜欢吃烤肠，就把电动
车停在路边去买考肠。
“我以为买根烤肠用不了
多长时间，就没拔电动车
钥匙。”

当蔡先生买完烤肠回
来时，却发现自己的电动
车没了。“真倒霉，就那
么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人偷
走了。”

路面
坏了

6 日，振兴路聊城第三加油站附近，8
米多宽的机动车道上布满车痕，两条长约
6 米，宽约 20 厘米，路面下已露出钢筋石
板。附近一位市民说，路面坏了已有两三
个月了。 见习记者 李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