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街店铺开洗车场，虽然给市民洗车提供了方便，但对周
边环境影响巨大，严重破坏市容秩序。最近，家住锦里

西路的市民刘先生向城管部门投诉，他家附近有一家临街洗车
场，长期占道洗车，将路沿石碾压损坏，洗车的污水四溢，对周边
居民出行生活带来了不便。有关部门接到投诉后，立即采取行
动，对该洗车场进行了整顿。记者了解到，成都市区内有众多临
街洗车场，这些洗车场大多都存在占道洗车和污水横流问题，而
整顿规范临街洗车场也成为城管工作中的一大难题。据了解，从
今年6月起，《成都市机动车清洗站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正式施行，《办法》明确规定，路边占道洗车最高可罚款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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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道洗车 污水四溢
市民怨言大

家住锦里西路某小区的刘先
生一直对自己的居住环境都非常
满意，可自从去年家附近开了一家
临街洗车场后，他就有了想重新买
房搬家的念头。“真的太烦了，严重
影响我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我觉
得临街的洗车场都该一律取消。”
提起家附近的这家洗车场，刘先生
一脸愁容。

刘先生告诉记者，他家附近的
这家洗车场店内面积比较小，根本
没法开展洗车业务，于是，就把店
门外的人行道当成了洗车场地。
每天几名洗车工都在人行道上“大
展拳脚”，喷水、擦车、打蜡……根
本不顾周边路人的感受。除了正
在清洗的车辆外，还有不少等待清
洗的车辆也停放在人行道上，原本
就不宽的人行道被车辆挤得水泄
不通。由于车辆长期碾压，人行道
上的路沿石很多都出现了严重的
松动，洗车的污水四溢，行人稍不
留意踩上去就是一脚水雷，裤子上
全是污水。

在忍无可忍之下，刘先生打电
话向城管部门进行了投诉，在接到
投诉后，城管部门迅速行动，对该
洗车场进行了整治，并发放了整顿
通知书，要求该洗车场限时整改到
位。该洗车场在店内重新规划设
置了洗车区、擦车区和污水处理
池，并对地面水泥重新做了硬化
处理。

洗车场整顿规范后，刘先生心
中的这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现

在终于好了，人行道终于恢复正常
了，希望能够继续保持。”

规范临街洗车场
成都出重拳

记者调查发现，成都市区内
大量洗车场临街设置、占道清洗、
乱停乱放，造成道路设施损坏；许
多乱排洗车污水、淤泥，污染环
境；有的设在居民楼下，造成噪声
扰民。

据了解，过去，针对临街洗车
场管理和规范，成都市一直没有出
台正式的文件，该问题也一直是
城管工作中的一大顽疾。为了加
大对临街洗车场的管理和规范，今
年6月起，《成都市机动车清洗站管
理办法》正式施行。

根据《办法》，紧邻层为居民住
宅的地上房屋；城区主次干道两侧
道路红线控制区域；风景名胜和文
物保护核心区、饮用水保护区内；
城镇道路、广场、街道游园、消防通
道、公园绿地、高压走廊、河道河堤
保护区及其他市政公用设施点位
等区域禁设机动车清洗站。备受
市民关心的路面污染、价格等也有
涉及。比如不允许路面洗车，违规
最高罚款5000元；关门应提前一个
月通过公告、电话等方式告知消费
者；必须明码标价等。

城管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市
民如果发现有洗车场存心违规问
题，可以立即打电话进行投诉，欢
迎大家和城管部门一同共同对洗
车场进行监督管理。

（杨雪怡 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杨雪怡）“广西
台农一号芒果 8 个只要 18.8”，“都
江堰红心猕猴桃 40元一箱”……如
今，不少市民都很热衷于网络拼单
购买水果，在微信群里发一条拼单
信息，就会有不少人响应。拼单购
买水果最大的优势便是价格便宜，
送货上门非常方便，但很多人殊不
知拼单购买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风
险，如果运气不好可能买到烂水果，
你的个人信息还有可能被泄露。

市民余女士一直非常喜欢和朋
友一起拼单购买水果，最近一次购
买经历让她很郁闷，上周，余女士一
位朋友在微信圈里发了一条信息

“拼单购买新西兰奇异果，只要5元
一个”，看到价格比超市便宜很多，
余女士便很快动了心，立刻与朋友
一同拼单购买了 10个。几天后，余
女士满怀期待地收到了奇异果快递

包裹，打开一看，让她大吃一惊，“都
是烂的，有的都流水了，完全没法
吃。”打电话问朋友，得知朋友收到
的也有不少烂的。这次拼单经历让
余女士非常不爽，“我们找了卖家投
诉，卖家根本不认，说是快递过程中
摔烂的，只有自认倒霉了。”余女士
说，她以后还是打算到水果店或超
市购买水果，“拼单虽然价格便宜，
但质量上完全没法保障，只能全凭
运气。”

记者了解到，这种拼单购买方
式除了不能保障水果品质外，还可
能泄露个人信息。有关业内人士透
露，拼单购买模式是一种变相的促
销手段，商家主要想通过这样的方
式掌握更多客户信息，这些信息包
括手机号、身份证号码、银行卡信
息，这些个人信息如果落入不法分
子手中，后果将很严重。

网络拼单购买水果流行
小心你的信息被泄露

本报讯（记者 杨雪怡）暑假期
间，很多小朋友都会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报各种兴趣培训班，不少小
朋友选择学习游泳，市内各大游泳
培训班生意火爆异常。

每天下午 5 点后，新文化宫游
泳池都是小朋友的乐园，数十名小
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游泳的
基本技能和动作要领。“我们游泳
培训班分初中高三种级别，小朋友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报班学
习训练，游泳班的老师大多都具有
多年的从教经验，非常专业，能让
小朋友们在百分百安全的环境下，
学习游泳，提升水平。”培训班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年暑假都是他
们的招生旺季，除了开设青少年游
泳培训班，他们还开设有成人游泳
培训班。

在位于西体路的青羊区游泳中
心，记者看到，从早上九点开始，来

这里训练游泳的学生就络绎不绝，
五年级的陈菲怡每天都和小伙伴们
一同来这里学习游泳，她告诉记者，
刚放暑假，她就和小伙伴一起报了
游泳培训班，“以前都是爸爸教我
游，但我胆子太小，一直学不会，必
须套着游泳圈才敢下水，还是很想
学会游泳，所以就报了游泳班。”陈
菲怡说，在游泳班，教练训练时大多
都比较严厉，虽然刚开始会有些抵
触情绪，但慢慢就适应了，自己的游
泳水平提升得也比较快，“现在我已
经可以不要游泳圈，自己游了，就是
动作上还不够标准。”另一名小学员
四年级的赵之涵则是在父母的鼓励
下报了游泳班，学习游泳的，由于胆
子太小，学习了一个月时间，她还是
只能依靠浮板才敢下水，“我父母觉
得我身体素质不够好，胆子也很小，
所以想锻炼一下我，希望自己能够
快点学会。”

暑期游泳培训机构生意火爆

“赶快去学驾校，现在降

价了，2000多元就可以

学了”，最近不少人都在议论驾

校降价的事情，记者了解到，这

并非空穴来风，最近一个多月时

间，成都驾校价格普遍下降，过

去要交4000多元报名费，现在

只需3000元左右，甚至有些驾

校2000多元就可以学。对于

驾校降价的原因，众多业界人士

分析认为，市场竞争激烈，粥多

僧少是驾校降价的最主要原

因。而对于广大市民而言，驾校

降价无疑是一大好消息，“降价

是好事，以前真的太贵了，学个

驾校的费用都相当于一个多月

工资了，简直学不起，现在我准

备去学了。”市民小万说。

市场竞争大是降价主因
业界人士直言驾校行业很艰难

“现在驾校确实降价了，3000多元可
以报名，对于市民来说是好事，但对我们
来说就意味着可能关门歇业。“老刘是青
羊区一家驾校的负责人，开了15年驾校
的他也算是驾校行业的老资格，见惯了
这个行业的起起落落。对于驾校报名费
从过去4000多元降到现在两三千元，老
刘说这样的结果他早已料到，“其实是行
业恶性竞争的结果”。老刘告诉记者，最
近几年很多人都误以为驾校能挣大钱，
都跑去开驾校，大大小小的驾校如雨后
春笋般满地开花。刚开始大家还能勉强
维持，现在市场供大于求、粥多僧少的局
面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降价是必然的。

对于近段时间驾校行业的不景气，
老刘不住地摇头叹气：“现在生意很难
做，开驾校根本挣不到钱，我觉得驾校行
业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老刘告
诉记者，由于生意比较少，为了减少成本
开支，他已经对驾校人员进行了精简。
过去当跷脚老板的他，现在也开始重操
旧业当起了教练。“现在驾校加我一共只
有四个人了，以前生意好的时候最多有
10个教练，现在的学员大多都是过去积
压下来的，新学员很少，上个月只有5个
人报名。”老刘说，驾校降价后，两三千元
的报名费对于驾校来说，连成本都不够，
更谈不上赚钱了。据他了解，最近几个
月时间，已经有不少驾校关门谢客了。

“如果不是自己开了这么多年驾校，对这

一行很有感情，我也想转行了，苦苦支撑
着确实很难。”

另一位经营了多年驾校的负责人认
为，驾校降价除了市场竞争大、粥多僧少
原因外，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从今年4月
起，驾考制度改革后，实行了自学直考新
模式，不少市民直接选择自学直考，根本
不用通过驾校学习便能拿到驾照。“虽然
现在采取驾考自学方式的人还不算多，
但这一模式已经对驾校市场造成了比较
大的冲击。”该负责人表示，驾校降价虽
然对不少中小型驾校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打击，但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可能还是一
件好事，利于整个行业的洗牌重组。

市民感叹过去考驾照花费大
降价后或有更多人报名

记者了解到，去年成都驾校的平

均报名费用在 4000 元以上，而多数人
从科目一考试到拿驾照，总共花费都
在 6000 元上下，有的甚至花费在 1 万
元左右。

去年底拿到驾照的小文提起自己
考驾照的经历那简直就是一把伤心泪，
小文说，她仔细算了一下从开始学到最
后拿驾照，她总共花了接近 8000 元，除
了 4600 元的报名费而外，还有场地费、
外出练车费、多次补考费，以及请师傅
吃饭、抽烟的花费。“可能是我比较笨，
小脑不够发达，考驾照对我来说难度系
数远大于当年参加高考。真的是又费
马达又费电，人财两伤啊。”

同样是在去年拿到驾照的小邹驾
考过程就比较顺利，只补考了一次，在
一个月内就拿到了驾照，但就算如此顺
利，他总共也花了5000多元。“我觉得考
驾照真的太贵了，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人来说，要攒几个月
的工资才报的起。”

对于驾校降价，最大受益者莫过
于广大市民。市民罗女士告诉记者，
她一直有报驾校的打算，但由于觉得
价格太贵，所以一直犹豫不决，得知
驾校降价，她准备等天气一转凉就去
报驾校。“我觉得两三千元的报名费
就比较合适，我们工薪阶层也能承受
得起。”

市民胡女士说，由于觉得驾校学费
太贵，她原本打算采取自学直考的方式
拿驾照的，但在听说驾校降价后，她决
定放弃自学直考，还是准备报驾校进行
学习考试。“自学直考有一点好处就是
费用比较便宜，但办理手续比较麻烦，
还需要专人陪练指导，驾校降价了，我
肯定还是愿意选择接受更专业更系统
的培训。” （杨雪怡 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杨雪怡）在当下
这个互联网+时代，不带钱、只带手
机出门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一
种习惯。无论是购物还是吃饭，但
凡是消费，首先想到的就是使用支
付宝或是微信支付，甚至有年轻人
颇为得意地感叹：“自己已经不带
钱包，不用现金很久了。”这样一种
时尚而新潮的消费习惯，给年轻人
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会遭遇
一些尴尬。而不少中老年人更是
对这样一种消费习惯嗤之以鼻，认
为这样的消费习惯会让人花钱没
有概念，不利于养成良好的理财
习惯。

“我每天身上带的现金都没超
过 100 元，感觉自己现在都可以不
用钱包了。”在青羊区一家事业单位
上班的小张笑称自己患上了手机支
付依赖症，出门时，只要带了手机，
就不想带钱。小张告诉记者，两年
前，当手机支付还不算特别普及的
时候，他便开始使用支付宝，后来又
下载了苹果支付和微信，自从使用
了各种手机支付后，便走上了一条

“不归路”。“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习
惯，不管是下馆子吃饭还是进超市
购物，凡是可以手机支付的绝对不
掏现金。”在小张看来，手机支付方
式不但方便快捷，还常常能享受到
各种优惠福利。虽然当下多数商家
都开通了手机支付方式，但也有个
别走传统路线，不吃这套的，小张也
因此遭遇了不少的尴尬。就在不久
前，他还在朋友圈里吐槽自己加油
的尴尬遭遇，“完全没想到加油站居
然那么落后，居然不能手机支付，既
没带钱又没卡的我只好乖乖地滚回
家拿钱再来，万幸车子还有点汽油
啊。”即便遭遇过不少尴尬，小张仍
然是力挺手机支付模式，“我觉得随

着互联网产业的日益发达和大家观
念的转变，今后，手机支付一定会越
发普遍。”

90 后的小吴平时除了刷信用
卡外，几乎都是手机支付，硕大的
钱包里常常只装几十元零钱。“我
感觉现在只要拿着手机就可以走
遍天下，什么问题都可以靠手机搞
定。”小吴说，他现在购物、吃饭、还
信用卡、交水电气费、给朋友发红
包等等都是在手机上完成，有时一
个月只用两三百元现金。如果自
己没带钱，又突然需要用现金时，
小吴会采取手机支付套现的方式，
向他人换取现金。“一般找年轻人
换，大家还是很乐意的。”小吴说，
有一次，他在一家咖啡店买咖啡，
身上没有带钱，又正好遇上咖啡店
不能手机支付，灵机一动，他立即
向一旁购买咖啡的年轻人说明情
况，并给他发了一个 30元的微信红
包，成功套现 30 元。“我真的觉得
互联网改变生活，给我们生活带来
了莫大的方便。”

而对于年轻人热衷手机支付，
不 少 传 统 的 中 老 年 人 却 嗤 之 以
鼻。今年 55 岁的周先生便一直很
排斥手机支付方式，没有开通任何
一种手机支付方式的他始终坚持
传统的货币和银行卡支付方式，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保守传统，我
总觉得手机支付不保险，或多或少
都存在风险。”

52 岁的罗女士认为，手机支付
会让人花钱没有概念，变得大手大
脚，不利于养成良好的理财储蓄习
惯。“我觉得手机支付和刷信用卡比
较相似，花再多钱也不会有心痛的
感觉，只有在月末看到账单时才会
大吃一惊，原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就花了这么多钱。”

热衷手机支付
众多年轻人“身无分文”成常态

本报讯（记者 杨雪怡）要开车
的市民朋友注意啦！日前，记者从
成都市交警四分局了解到，即日起
市交管局将启动 106套电子警察设
备，对机动车违反信号灯通行的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对于违法车
辆将处罚款200元、记6分处理。

在青羊区的点位有：人民中路
一段与西御河沿街交叉路口（3套）、
光华大道与培风路交叉路口（2套）、

人民中路三段与大安西路交叉路口
（4 套）人民中路与白家塘交叉路口
（1套）、青龙街与青龙巷交叉路口（2
套）、宁夏街与西大街交叉路口（3
套）、人民中路与青龙街交叉路口（3
套）、百寿路（1套）、八宝街与万和路
交叉路口（1套）、新华大道德盛路与
锣锅巷交叉路口（3套）、长顺中街与
东门街交叉路口（1套）、长顺中街与
商业街交叉路口（4套）。

新增 106套电子眼 车主要当心啦

本报讯（文/图 杨雪怡）最
近，到宽窄巷子游玩的民众只需稍
加留意便能发现，景区周边的窨井
盖发生了有趣的变化。过去的普
通井盖变成了新式的防沉降井盖，
最值得一提的是，井盖上还刻有和
宽窄巷子有关的浮雕，既美观好
看，又富有文化气息。而最让大家
惊讶的是，每个井盖上还刻有二维
码，游客扫描二维码后，便能查看
景区的简介。

新式井盖更换至今虽然只有
短短一周时间，但已经成为了景
区里一道特别的景致，吸引了众
多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这
么有文化范儿的井盖我还是第一
次见到，必须拍照纪念一下”，来
自山西的游客小谢拿着手机对着
新式井盖一阵猛拍，并很快将照
片上传到了朋友圈里。当看到井
盖边还刻有二维码时，小谢就更

惊讶了，立即用手机扫了一扫，
“太洋气了，用手机一扫便跳出了
宽窄巷子景区的简介，这样的井
盖实在太有趣了”。

第二次来宽窄巷子游玩的杨
女士告诉记者，她是从新闻里听
说宽窄巷子更换新式文化井盖
的，刚到景区，便迫不及待地寻找
井盖。“这个井盖太高大上了，我
觉得非常适合在景区安装，应该
推广开来”。

据了解，新式井盖属于可调
式防沉降井盖，每个井盖都有自
己的电子身份铭牌，管理人员通
过手机就能确定井盖的权属及实
施监管。一旦发生井盖偷盗问
题，管理人员第一时间便能及时
发现。记者了解到，除了宽窄巷
子外，这样的新式浮雕井盖还将
在金沙、武侯祠、熊猫基地等片区
安装。

“粥多僧少”
三千元就能拿驾照

宽窄巷子窨宽窄巷子窨井盖井盖
不仅文艺不仅文艺 还可以扫码还可以扫码

成都出台《办法》
路边占道洗车

最高可罚款5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