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车库库前前乱乱停停车车，，进进不不去去出出不不来来
车库门频遭堵，市民自觉意识哪去了，物业管理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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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5日讯(记者 王晓
霜) 最近，市民周先生非常郁
闷，因为他家车库前经常被其
他车辆占道，导致他的车不是
开不进去就是出不来。周先生
在西区上班，每天早上8点出
发，但一遇到车库被堵的情况，
他就只能打车或坐公交车上
班。“我没办法只能在楼下按喇
叭或者喊车牌号，但有时候嗓
子都哑了也没人下来挪车。”

2014年年初，周先生在黄
河十一路一小区买了房子，也
花了10多万买了一个固定的
地上车库，当时想着以后停车
应该没烦恼了，但没想到烦恼
还是不断。“有时候早上我开
车出来，却看到车库门被别的
车堵得死死的，晚上回来稍晚
点，车就没法开进车库去。”周
先生说，最开始他在车库门上
贴上“车库门口，请勿停车”的
提示，但仍然有人随意把车停
在他的车库门口。后来，周先
生又用油漆在车库门前的空地
上用大字写上“车库门口，禁
止停车”的字样，可情况依然
没有好转。

为此，周先生也向朋友、网
友讨教了一些方法，但得到的
答案无非是“放对方的轮胎气、
将对方的车刮花”等。但是周先
生觉得这样做并不好，“毕竟都
是一个小区的，抬头不见低头
见的，不能把矛盾激化，再说这
只能一时泄气，并不是解决问
题的好办法。”

有车库却不能停车，这种

现象不但周先生碰到，滨州城
区其他小区也同样有这种现
象。家住渤海八路一小区的孙
先生说，虽然买的是地下停车
位，但也出现过车位被占的情
况。小区的地下停车位需要刷
卡才能进，没卡的不能进。本
以为这样就不会存在车位被占
的情况，但孙先生却多次遭遇
车位被占。“有的业主家有两
辆车，就可以刷两次卡进入地
下停车场，而只需要买一个车
位就行。没办法我就只能停在

小区外面，真是可气。”
该小区的保安游先生告诉

记者，他也曾多次接到业主的
反映，每次他都帮着业主挨家
挨户找乱停车的车主，但有时
候找遍整座楼也不一定有收
获，这让他也很无奈。“年前有
一个车主把车停在别人家车库
门之后就去济南了，影响业主
开车，最后没办法让拖车拖走
的。”游先生说，现在小区门口
设置门禁规范车辆进出小区，
目的就是要把小区停车规范起

来，但这也不能完全避免外来
车辆进入小区。“如果进小区的
每辆车都要经排查后才能进
入，难度太大。”

目前来看，想要解决车库
门前乱停车的问题，只能靠物
业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劝
阻、管理，或者业主之间自行协
商解决。但是停车的前提是不
能妨碍他人正常出入，如果不
是故意妨碍，由双方协商解决；
如果是故意妨碍，那么则是侵
权行为，责任由侵权者承担。

“扑街女孩”：可以让物业公
司和保安了解一下业主的车辆
信息，登记好哪个户有几辆车，
车牌号是多少，有无车库或车位
等情况，不是本小区的要做好登
记。这样就能凭借这些信息找到
车主。

“星星数不完”：最根本的方
法还是成立业主委员会，业主们
共同来制定一个业主规约，写明
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
何，最主要的是靠大家自觉，但
也需要业主委员会的监督才能
解决。

网友支招

周先生的车库被一辆面包车堵住出口，无法出来。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秦秦皇皇河河公公园园成成了了““免免费费洗洗车车点点””
车主想节省洗车成本，但却影响到他人、污染了环境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王
昊) 公园本是为市民及外地游
客提供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
然而，近日，有市民通过电话热
线向记者反映，在滨城区秦皇
河公园景区中有少数机动车驾
驶员将其当成是免费的“洗车
场”，随意从河中取水占道洗
车。

4日下午，市民李先生在秦
皇河公园附近看到很多私家车
依次停在黄河十二路渤海十八
路的秦皇河公园内，几名司机
正忙着洗车，污水在公园的人
行道上横流，看了让人心痛，非
常影响公园的环境。

5日上午，当记者刚刚走到
秦皇河公园的散步道的一个拐
弯处时，就看见一辆红色的轿
车驶了过来，停在公园行人道
的旁边。车门一开，下来一名女

车主，手里拿着一张脏兮兮的
塑料垫子。随后，她将塑料垫子
铺在一旁的地面上。另一辆车
的男车主则走到后备箱旁，去
拿了一只桶，径直走到湖边取
了一桶水。之后，女车主从车内
取出了刷子，开始沾水洗刷地
面上的塑料垫子。男车主也拿
了抹布，擦洗车身和轮子。洗车
的污水，则沿着倾斜的路面，流
到地面上。

男车主告诉记者，车子才
刚买来十多天。虽然水很冷，但
这里洗车很方便，自己洗更干
净，而且还不用花钱。他大约每
两天来这里洗一次，按照洗车
店洗一次15元计算，一个月就
能节省洗车费用200多元。在人
行道入口的地方，记者还看见
不少出租车也停靠在一旁，驾
驶员从河中打水清洗车辆。

家住渤海城邦的徐大爷
说，一般情况下，早上6、7点钟
就有人来洗车，下午更多。“要
是遇上晴天，再赶上双休或者

节假日，这里能排上十几辆要
洗的车。虽说这里行人相对较
少，但是这里洗车毕竟是污染
了公园环境。”

在秦皇河公园的行人道上，一名私家车主正在洗车。
本报记者 王昊 摄

轻轻信信信信用用卡卡提提额额短短信信被被骗骗55000000元元
骗子用技术手段将诈骗短信的来电显示进行更改，让人放松警惕

本报5月5日讯(通讯员 张
爱成 记者 杜雅楠) 4日，无
棣县埕口镇的孙先生收到了

“银行客服”发来的信用卡提额
短信，信以为真的孙先生按照
短信内容拨打“客服电话”并提
供了卡号和密码，结果瞬间被
盗刷5000元。

4日下午，孙先生收到了一
条短信，信息内容为：尊敬的孙
先生您好！2015年5月4日您的
建设银行信用卡消费积分已达
到提额标准，被系统默认为永
久性提高信用额度(消费金额)

的客户，请及时联系客服400-
0048-177办理提高额度。注：有
效期为当日。

看到这个信息后，孙先生
立即拔打了短信中的“客服电
话”，对方在电话中称能让孙先
生信用卡的消费额度从10000
元提高到20000元，并询问了卡
片号码和密码，孙先生都如实
告诉了对方。随后，孙先生的手
机上就收到一条验证码短信，
孙先生按要求将验证码告诉了
对方。

不一会儿，孙先生的手机

上又收到了一条消费提醒短
信，告知其消费了5000元。这时
孙先生才反应过来，知道自己
上当受骗，立即报了警。王先生
说，自己五一期间用信用卡消
费了几千元，对提高信用额度
本来就很期待，接到短信提醒
后，自己心中很高兴，头脑一发
热就把以前接触到的防骗知识
全都抛之脑后，这才上了当。

接到报警后，滨州边防支
队埕口边防派出所民警迅速联
系银行调查资金去向，并对提
供的行骗号码进行追踪，目前

案件正在调查中。民警也在此
提醒：利用短信、电话等链式诈
骗是当下不法分子的惯用手
法，用技术手段将诈骗短信的
来电显示进行更改，并通过多
个环节增加诈骗行为的可信
度，削弱受害人的防范心理，此
类案件侦破难度大，希望广大
群众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不要
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银行
客服一般不会询问用户的密
码、身份证号等保密信息，如果
发现，要立即提高警惕，防止上
当受骗。

新手驾车躲小狗

慌乱中冲进沟

本报5月5日讯 (通讯员 张
云梓 张志刚 记者 杜雅楠 )

5月1日，滨州市沾化区下河乡
啤酒厂附近，一辆黑色大众牌轿
车掉入公路一侧的沟内。经了解，
驾驶员李某是一位新手女司机，
事故原因则是为了躲避小狗。

1日中午11时许，滨州市公安
局沾化分局交警大队值班民警接
警后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民警在
现场发现一辆黑色大众牌轿车掉
入公路北侧5米深的沟内，所幸无
人员伤亡。经过对驾驶员的询问，
民警得知：驾驶员李某刚刚考出
驾驶证不长时间，1日中午，李某
驾驶轿车沿孤滨路由西向东行
驶，行驶到事故地点时，突然从公
路南侧冲出一条狗，当时驾驶员
李某就慌了神，再加上刚刚拿到
驾驶证的她对于车的性能不是非
常熟悉，慌乱中李某向左猛打方
向，造成车辆失控，车辆冲到公路
北侧沟内。

在此，沾化交警提醒驾驶员
朋友：当开车上路时，要检查车辆
情况，熟悉车辆性能，行车过程中
要确保安全车速。当遇到紧急情
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
脑，确保自身及他人安全。

三轮摩托凌晨侧翻

交警第一时间抢救

本报5月5日讯 (通讯员 张
云梓 张志刚 记者 杜雅楠 )

2日凌晨，沾化区富源街道齐圈
路口附近一三轮摩托车侧翻，驾
驶员伤势严重，滨州市公安局沾
化分局交警大队民警接到报警迅
速赶到现场，帮伤者脱离了生命
危险。

2日凌晨1时许，滨州市公安
局沾化分局交警大队事故科值班
民警接到报警，称在沾化区富源
街道齐圈路口附近，一辆三轮摩
托车侧翻在路上，旁边躺着一个
人，详情不知。接警后，值班民警
迅速赶赴现场，并第一时间迅速
拨打120急救电话。

民警在事故现场发现一名驾
驶员躺在地上，头部流了不少血，
人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情形
十分危急。民警根据掌握的救护
知识，对伤员进行简单抢救。随后
用伤员的手机迅速联系伤者家
属，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后，民警
与救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
抢救。经过治疗，驾驶员曹某脱离
了生命危险。医生介绍，如果再晚
上十几分钟，患者有可能会出现
生命危险。

目前，该起交通事故正在处
理之中。在此沾化交警提醒驾驶
员：驾车出行一定要谨慎行驶，避
免疲劳驾驶，同时当发现有交通
事故时，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并抢
救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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