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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车两年不挪窝成垃圾桶
报废车辆补贴取消 车主嫌处理太麻烦
本报讯

（记者 张延 实习生 刘密 通讯员 吴
培 勇）昨日，市交管部门开始集中清理停在路
边、小区里占用车位、无人认领的“僵尸车”。
记者随民警上路执法发现，有的车子一停一两
年，添堵添乱，而现有的车辆回收政策让许多
车主把车一丢了之。

现场：面包车 2年没开走成垃圾桶

昨日上午，记者跟随硚口交通大队二中队
民警来到中山大道崇仁路口。 一辆车牌号为
“鄂 AP3998”的银白色面包车停在路边，车辆
右后侧的车窗玻璃不知所踪，车内前排座位上
布满灰尘，后排座位被拆除，车内丢满了垃圾。
“这车在这停了两年多了。”附近一位环卫
工人介绍，这车刚停在这里时还是好的，后来
不知怎么玻璃没了， 就有人把车子当垃圾桶，
往里倒垃圾。 时间长了，雨刮器掉了，轮胎扁
了，连车后方的保险杠也凹了进去。
查询得知，这辆面包车是 2001 年买的，早
在 2011 年后就没再年审，车主姓王，虽然留下
联系方式，但该电话停机，至今还有两条交通
违法行为未处理， 都是在 2011 年违规， 扣 3
分，罚 150 元。 该车长期占用公共道路，3 年没
年审，按照规定可以被拖走。
交警告诉记者，2000 年后，我市的机动车

保有量开始大幅增长，14 年过去，许多车已经
临近报废年限。 目前，被遗弃在路上的有一半
是购买价较为便宜的面包车。警方将进一步进
行排查，也欢迎市民进行举报。

补贴取消，车主“没动力”处理临检报废车
为何把车一丢了之？ 交管部门找到了部分
僵尸车”车主，得到的答案大多是：处理太麻烦。
“
1997 年以来，私家车使用年限一再放宽，
今年“五一”彻底取消了私家车到达年限强制
报废的规定。其中一些车辆一再逾期未参加检
测、没买保险，有的已被注销号牌，流落街头成
为僵尸车。 2011 年，国家取消了对车辆报废的
3000 元至万余元的补贴， 一些车主对于申请
报废车辆失去积极性，加上不知道到哪里申请
报废，便任由旧车成为僵尸车。
不少车主表示，“去卖废铁也卖不了几个
钱，上面还有电子眼，办手续太麻烦了。 ”据交
管人士介绍，车辆申请报废并不难，处理完交
通违法记录后， 只需通知报废汽车回收企业，
对方可协助办理全套注销手续。
交警人士提醒：如果交管部门通过僵尸车
的牌照、 发动机和车架号信息等找到了车主，
车主仍旧躲不过交通违章的处罚，逾期还将收
取滞纳金。

周六起施工管制

昨日，■口大队交警在沿河大道路边拖
离一辆停放 1年以上的面包车
记者李永刚 摄（实习生李蒙）

制图：刘岩

起至 11 月 25 日，台北路（台北一路至建设
大道）进行排水箱涵二期工程施工，道路禁
行。 此外，周边部分道路将进行交通管制。
具体管制措施如下：
一、台北路（台北一路至建设大道）禁止
机动车通行。
二、下列道路改为单向通行：
1.台北一路（云林街至新华路）只允许
机动车由东向西 （由云林街往新华路方向）
单向行驶。
2.台北二路（云林街至长江日报路）只
允许机动车由西向东（由云林街往长江日报
路方向）单向行驶。
交警分析， 此后经台北路到建设大道、
解放大道的车辆都需要绕行。由于台北路周
边的香港路、建设大道、长江日报路等都在

进行地铁施工，只能绕行江汉北路、澳门路
等。 这些道路平日高峰期车流量就较大，会
更加拥堵。
两边居民用车是不是会发临时通行证？
为了方便居民出行，以及施工道路上多家银
行等单位车辆通行，是否会修建便道？ 针对
居民的上述疑问， 江岸交通大队昨日答复，
台北路周边道路正在进行地铁施工，不具备
修便道的条件，也不会发放临时通行证。
市民吴先生就住在台北路上，他所在的
澎湖小区几乎家家有车。“车子不能出也不
能进，晚上停车也是问题。 台北一路路口的
地下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记者走访该路段，
特别是中间的澎湖小区与和美社区，都是没
有车库的老小区， 总共有私家车 500 多台，
而这 500 多台车以前都是顺向停在台北路
周边，现在泊位都取消了，
“要重新找停车的
地方”。

本报讯

（记者 张延 实习生 刘密 通讯员
张 鹏）钟家村地铁施工，今日起管制措施
有所变化：鹦鹉大道放开通行，但从鹦鹉
大道依然不能左转进入汉阳大道 （钟家
村路口由南往西方向），要进入汉阳大道
的车辆可走翠微路， 经归元寺路进入汉
阳大道。
具体管制措施为：
1.汉阳大道（鹦鹉大道至北城巷）封闭
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2.前期施工断开的
鹦鹉大道恢复通行，但为了减轻钟家村路口
的压力，从钟家村路口南边沿鹦鹉大道过来
的车辆，禁止左转进入汉阳大道；3.翠微路
改为单行线，只允许从东向西，往归元寺路
行驶，反向禁止行驶；4.鹦鹉大道南边过来
车流无法进入汉阳大道，可走翠微路，经归
元寺路进入汉阳大道，翠微路往归元寺路行
驶禁止左转；5.拦江路、汉阳大道（五琴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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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大道通行方案

归元寺路，栖贤路至拦江路）、五琴路、琴台
大道（五琴路至鹦鹉大道）、鹦鹉大道（马鹦
路至琴台大道）、龟北路、翠微路、朝阳路、归
元寺路、马沧湖路禁止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
停放，暂时取消路段原有的机动车临时停车
泊位。
交通管制后，车辆该如何通行？
1.汉阳大道东侧封闭后，原汉阳大道东
与鹦鹉大道北之间通行的社会车辆改经由
鹦鹉大道—拦江路—阳新路—汉阳大道通
行， 也可经鹦鹉大道—拦江路—滨江大道
通行。
2. 汉阳大道西与鹦鹉大道之间的左右
转的社会车辆提前从五琴路、 归元寺路绕
行。
3. 汉阳大道直行车辆按汉阳大道—鹦
鹉大道—拦江路—阳新路—汉阳大道双向
进行疏解。

航空公司“内部指标”骗倒 80余求职者
本报讯

峰）谎称弄来航空公司
“内部指标”，只要交 10

万元左右就业费，就可无需面试，体检合格就
能成为航空公司空乘人员。老套的“内部指标”
骗局，竟然骗倒全国 80 余位求职者，共计被骗
610 万余元。昨日，2 名犯罪嫌疑人被江汉检方
以诈骗罪批捕。

航空公司“内部指标”诱人
湖北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原是一家接收
教育培训后安排就业的服务机构。 2012 年 3
月， 该公司徐老师带学生到长沙黄花机场面
试安检岗位。 经当地联系人介绍，认识了自称
是“杭州市联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的王某。王某称他能把学生弄进机场工作。双
方有意合作。
2012 年 9 月，徐老师接到王某电话，声称
手上有一批山东航空公司招收空乘人员的内
部指标，询问有没有学生愿意进山航做空姐或
空少。 并特别说明，这些内部指标是通过山东
航空公司于总搞到的，要保密；凭内部指标可
以不经过面试， 体检合格交完就业费就能录
取，培训结束直接上岗，属于正式合同工。
徐老师及其公司信以为真， 先后征集到
20 人报名，其中还包括她的几个亲戚。 按照王
某要求，他们将个人简历传过去。一周后，学员

们收到署名为“SH 人力资源”的短信录取通
知，要求他们 2013 年 3 月 11 日前后去杭州艾
博医院体检。
体检结束 3 天后，全部学员相继接到体检
过关的短信通知。 此时，王某开始打电话催徐
老师交钱，每人 9 万元，并强调“指标是内部搞
的，必须先交钱才能被录用”。有 7 名学员心生
疑虑而退出。

招聘反复施展拖延术
交完就业费，学员们陷入漫长等待。
2013 年 5 月 11 日， 学员们终于接到“SH
山航人力资源”培训报到通知短信。 当他们抵
达山东流亭机场后，却被告知直接到机场旁的
某连锁酒店会合。
接下来一周， 徐老师一行和来自湖南、四
川等地的 89 名学员一起滞留酒店。 几名带队
老师一再催促，王某现身酒店大堂，告知本次
培训报到取消，主要原因是，有学生家长打电
话向航空公司咨询，内部特招走漏风声，加上
培训中心床位不够，让学员们返回，继续等短
信通知。
2013 年 6 月 9 日，学员们又等来了“培训
通知”，要求学员于 6 月 14 日上午 8 时半到青
岛“山航培训拓展基地”参加岗前培训。6 月 14
日上午，89 名学员被带到离青岛 80 公里以外

的一家山庄，参加为期一周的拓展训练。 王某
承诺，培训结束一周内学员即可上岗。
然而，培训结束后，学员们接到的消息是
继续等待。 徐老师终于忍不住，直接致电山航
人力资源部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从未见
过这批学员的入职名单！ ”可王某依旧辩称这
是内部指标，与常规操作方式不一样。
见此，4 名学员找到王某，以“报警”相威
胁，要求退款。 王某不得已退还 4 人就业费共
31 万元。
8 月中旬，学员们又接到短信，要求先将
1.2 万元培训费打入指定账户，后参加培训。学
员们到银行一查， 该账户确属山航公司培训
部，四川几名学员交了这笔培训费。 武汉几名
学员认为事情有诈，纷纷要求退款，徐老师百
般安抚，将事情拖了下来。
10 月 29 日， 学员们又接到短信通知，称
10 月 31 日下午两点半直接去山航培训中心
报到。 学员们到达青岛后， 王某再施拖延术，
称领导要求 11 月 5 日报到。 但到了 11 月 5
日，王某却避而不见。 次日晚，王某终于承认
无法报到！

落网自曝诈骗术
11 月 7 日，王某到武汉自首。 但他自始至
终不承认诈骗，称自己也是“受害者”，是被杨

江汉路地铁
无障碍电梯形同虚设？

（见习记者 汪洋 实习生 夏珊）昨日，有
读者打进本报新闻热线， 称江汉路地铁站的无障
碍电梯和母婴室形同虚设，从来都没见开过，希望
本报能帮忙呼吁，让这些公共设施能真正便民。
记者来到江汉路站，找到了无障碍电梯。电梯
停在一层，暂停服务。电梯旁边，则贴着一块《乘客
须知》提示牌，上面写道：本电梯优先为老、弱、病、
残、孕及有需要的乘客服务，如需使用请联系工作
人员，并公布了电话号码。 而在该地铁站母婴室，
门虽上锁，门边也贴出了同样的告示。
这些公共设施真的形同虚设？ 记者以乘客身
份拨打了提示牌上的电话，电话很快被接通，不到
2 分钟，1 名服务人员乘坐电梯下来， 并将电梯门
打开。 记者表明了来意，该服务人员称，无障碍电
梯和母婴室一直对外开放， 只要拨打提示牌上的
电话，服务人员很快就会到场。
武汉地铁集团杜主任说， 设置无障碍电梯和
母婴室主要是为了方便特殊人群， 在操作上实行
呼叫制，乘客若有需要可以拨打提示电话，服务人
员很快就会到场。“之所以不让乘客自行操作，是
为了方便真正需要的人， 避免被不太需要的人占
用。 ”

交 10万元体检合格就可当空乘
（记者 李 亦 中 通讯员 付 静 宜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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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智宇 实习生 周子励）昨日，本
报 5 版刊发报道《东湖边环卫工小棚屋改建成“大
旅店”》，引发关注。记者从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城
管委获悉，沿湖大道旁的小棚屋已被拆除。负责上
述路段环卫工作的旅联物业公司称， 小棚屋为沿
线流浪汉搭建，偶有环卫工在此存放工具。
昨日，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委会城管队员
赶赴沿湖大道现场勘查， 发现湖岸树木间已空无
一物，小棚屋已被人拆除。
小棚屋从何而来，又由谁拆除？记者就此致电
负责环卫工作的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环湖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称，该区环卫工作已外包给武汉东
湖旅联物业公司，建议记者咨询该公司负责人。
“我们到现场时，小棚屋已经被拆了，不知道
谁拆的。 ”该公司一丁姓负责人称，小棚屋并非该
公司环卫工人搭建，“是流浪汉搭的， 环卫工人偶
尔会把工具存放在里面”。
报道见报后， 部分网友质疑沿湖大道沿线缺少
环卫工休息场所。对此，该负责人介绍，距小棚屋 800
米外的东湖沙滩浴场建有环卫工休息室， 内设电风
扇、饮用水。同时，整
条沿湖大道，每隔 3
至 4 公里便有一处
环卫工休息室。

拨打服务电话 工作人员 2分钟到场

钟家村地铁施工管制有变

台北路单行方案
本报讯

物业公司：流浪汉搭建，800米
外有休息室

追踪报道

台北路至建设大道禁行 鹦鹉大道放开通行

（记者 张延 实习生 刘密 通讯员
钱小军）昨日从市交管部门获悉，7 月 26 日

“大旅店”昨日被拆除

某所骗。
杨某，34 岁，山东青岛人，高中文化程度。
与王某相识时，他公开身份是“青岛青彦航空
服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2012 年 7 月，王某经朋友介绍，主动到青
岛约见杨某。得知对方曾办理过航空公司空乘
招聘业务，王某表达合作意向。
王某交代，起初他问杨某能否安排人员
进航空公司工作时，杨某未置可否，只说事
成后每人收费 6 万—8 万元， 称山航公司于
总是他“大哥”，只要交钱，就能特招入职。 两
人于是合作，王某负责招人，杨某负责体检
和录取。
王某大部分说法， 遭到随后落网的杨某
否认，并将主要责任推给对方。 但关于“合作
模式”，二人说法一致。 杨某承认，体检、拓展
训练都是他和王某刻意安排的， 做这些都是
为了安慰学员。 发给学员山航青岛培训部的
账号，纯属“障眼法”。 山航官方证实，由于培
训部账户突然有多笔不明资金转入， 公司已
冻结相关款项。
杨某交代，从王某处收到就业费 537.5 万
元，其中 430 万还了债务，剩下的自己花了。
今年 3 月，江汉警方对此案立案侦查。 两
人先后通过中介骗取 80 余名学员共计 610 万
余元。

拖鞋男高速上指挥倒车
违法司机将面临严处
本报讯

（通讯员 魏达 柳峰 记者 张延）高速公
路和匝道明令禁止倒车，偏偏有人在匝道上倒车。
昨日，沪渝高速上的这一幕让民警惊出一身冷汗。
昨日上午 10 时 45 分左右， 高警三峡大队民
警通过电子监控进行远程巡逻时发现， 沪渝高速
宜昌匝道 K1176 处行车缓慢。 一名身穿白色条纹
上衣、 脚踩拖鞋的男子神情淡定地在匝道上左右
比划，好像是让车辆避开，俨然交警。
正当民警纳闷时， 一辆黑色途锐轿车驶入了
画面。 在该男子的指挥下，其他车辆纷纷靠边，黑
色途锐轿车一路顺畅地沿着宜昌匝道将车倒至沪
渝主干道。 随后，该男子快速入车内，扬长而去。
对于途锐轿车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行为，交
警将对其作出扣 12 分、罚款 200 元的严厉处罚。

华师传媒学院
一演播厅起火

工人施工时操作不当所致
本报讯

（记者 岳源 实习生 童静 通讯员 李国
柱）昨日上午 8 时 50 分许，江夏华中师范大学武
汉传媒学院一演播厅发生火灾， 楼顶建筑材料被
烧穿，无人受伤。
昨日上午 9 时， 有微博称华师传媒学院一栋
建筑失火。上午 10 时许，记者来到传媒学院看到，
失火建筑名为“凤凰园”，共 3 层，大火已经熄灭，
1、2 楼完好，只能看见楼顶被烧黑变形。
一名老师告诉记者，上午 9 时她刚到办公室，
从窗户里看见“凤凰园”楼顶冒烟，半小时后大火
被消防部门扑灭。
学校宣传部张慧老师告诉记者， 起火点位于
3 楼的演艺厅。 事发时，楼内仅有几名工人在演艺
厅内进行装修改造，因氧焊切割作业发生失误，不
慎将一旁易燃的舞美材料点燃， 火苗顺势蔓延至
楼顶，但内部各种电视录像设施并无大碍。
记者从消防部门获悉，接警后，流芳、高新 2
个消防中队到场扑救， 于 30 分钟后将火扑灭，并
转移一名被浓烟困住的工人。经初步调查，火灾原
因是现场氧焊切割人员操作不当所致。
校方称， 该楼始建于 10 年前学校成立之时，
1、2 层为学生餐厅，3 楼原是健身馆，2 年前改造
建成一个能容纳将近 800 人的演艺厅， 并与湖北
电视台合作，定期在演艺厅内录制电视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