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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邀相关代表召开座谈会 共议破解停车难

改造透绿停车位
适当减少黄道牙

文/摄 实习生 张瑞焓 郭悦郭仁凤 生活报记者 张立梁晨

近一段时间，生活报连续报道了哈市商圈、新旧小区停车难问题，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市民纷纷表示，希望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科学有序规划，让市民停车不再难。24日，
生活报社邀请哈市交警部门的相关人士、专家学者、政协委员，物业及市民代表，线上召开座谈
会，各位代表根据目前哈市的停车现状，对哈市近期以及未来的停车规划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目前，停车难是市民非常关注
的问题，哈尔滨市司法局退休一级
调研员王忠民认为，停车难的主要
原因是停车场的供需不平衡，短期
之内彻底解决不太现实，但可以创
建停车APP，司机通过APP查看
泊位信息，另外对司机违停存在侥

幸心理的行为要纠正。
“有车主反映，停车时要转很

多圈都不一定找得到停车位，这
说明停车位的不透明性。如今，
哈尔滨到底有多少个停车泊位不
明确，需要有一个部门来统计，统
一管理、调节。在今天大数据的

时代里，如果建立停车APP，在手
机上就能看到停车位数量和停车
位置，避免了盲目找车位。”王忠
民表示，可以在非工作时间内有
效调动小区内的停车泊位，将业
主个人购买的停车位进行有偿停
放。

哈市司法局退休一级调研员王忠民：
停车位透明化 纠正违停侥幸心理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
表示，为了缓解停车难，交警部门可

适当减少黄道牙，增添新的停车位，
同时为了减缓交通压力，现在地铁

开通了，可鼓励更多居民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上班上学时间更精准。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
适当减少黄道牙

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孙飞建
议，能否考虑在人行道上规划停
车位，“目前执行的《机动车停车
场管理办法》2016年做了一定的
改动，人行道如果要停车的情况

下必须大于五米二以上，如果去
掉停车的位置两米二，人行道留
出的位置应该是三米以上，但实
际上，每个人所占的行人空间不
会大于一米二。在道里抚顺街，

预留的人行道宽度小于法律规定
的三米，但行人并没反映难走。
我觉得可以在符合条件的人行道
上尝试规划停车位。”黑龙江省政
协委员孙飞表示。

省政协委员孙飞：
在部分人行道上施划停车位

东北林业大学交通研究中心
主任裴玉龙介绍说，哈尔滨市的
交通管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
于停车位，交警把能利用的资源
尽量利用了，是有目共睹的。

“2018年，东北林业大学交通学
院与我们一起参与了全市的停车

位普查，其中包括呼兰、阿城、双
城，还有哈尔滨的景区都进行了
普查，普查的结果有80万左右的
车位。”

裴玉龙介绍说，“第一个建议
还是增加泊位，每年增加10万个，
十年以后停车问题可能彻底得到

缓解。另外，停车泊位的管理还
是比较混乱的，两个原因，一是交
警人员的精力有限，二是社会上
的停车位资源不应归某些商户或
单位，政府应统一管理，让车位共
享。哈尔滨应拿出一些经费，让
专业人员做方案来弄。”

东北林业大学交通研究中心主任裴玉龙：
每年增加10万个停车泊位

关于停车难如何解决，和生活智
慧物业服务集团副总经理张妍表示，
近几年来，他们集团在摸索中找到一
些方法并加以实施，收到一定成效。
首先，对于部分具备条件的老旧小区，
改造一部分透绿停车位，小范围增加
停车位置；对一些规模较小的小区，采
取召开业主大会、投票征集意见等形
式，征求业主同意后，开放庭院部分区
域，施划定量停车位；部分非黄金地段
的大型社区，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或开
发建设单位，在小区与小区之间的行
车道施划单向停车位；部分新建小区
周边有适当场地的，可施划停车位；对
于尚未出售的地下停车位，积极协调
产权单位将车位予以出租；在力所能
及的情况下，对已经施划停车位的场
地、道路进行巡视，对于恶意占用的予
以规劝，尽可能让车辆有序停放。

张妍说，除了上述一些办法之外，
还需要从城市角度出发，增加立体停
车场建设，公示一些可以在夜间停车
的街道，明确可停放时段。

和生活智慧物业服务集团
副总经理张妍:
改造透绿停车位
开放庭院部分区域停车

P
破解冰城停车难难

系列报道

生活报讯（许褚）在19日开奖的中
国体育彩票传统足彩14场胜负游戏第
21109期中，有8场比赛打出3倍以上
赔率，冷意十足，曼城更是主场闷平南
安普顿，造7.9倍大冷。当期全国仅中
出一等奖11注，单注奖金209万，其中
1注花落宁波市，出自一张768元的复
式票。

数据显示，中奖彩票是一张6场单
选、7场双选、1场三选的复式票，幸运斩
获当期一等奖1注、二等奖9注，奖金合
计2224178元。中奖者小陈家住附近
小区，从小热爱足球运动，对各大联赛俱
乐部如数家珍，经常到中奖实体店和其
他购彩者探讨要投注的比赛。代销者奚
女士对小陈印象颇为深刻：年纪轻轻却
能和店里其他购彩者打成一片，而且会
毫不吝啬地分享自己研究的成果。

当被问及如何使用中奖奖金时，小
陈坦言，自己还在读书，一切当以学业为
重，奖金还是交由父母保管。同时，他表
示自己会坚持购彩。

小伙用768元
揽足彩头奖222万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齐杨如意
记者吴哲）25日晚，体彩大乐透第
21111期开奖。当期开奖号码为：前
区07 08 15 19 28，后区08 09。

本期全国共开出12注一等奖。
其中，2注为1285万元（含571万元
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分落山
东潍坊、广西玉林；10注为714万元
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贵州黔南州（3
注）、江苏泰州和无锡、山东济南和聊
城、四川成都、重庆九龙坡、广东深
圳。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
注，本期来自山东潍坊、广西玉林的

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多拿
了571万元追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
一等奖总奖金达到1285万元。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投注
方式，在2元基本投注的基础上，多
花1元进行追加投注，可多得80%的
浮动奖奖金。

值得一提的是，本期贵州黔南州
中出的3注714万元基本投注一等
奖，全部出自同一家体彩实体店，中
奖彩票为一张经3倍投的单式倍投
票，单票擒奖2142万元。

二等奖开出 232 注，每注奖金
4.50万余元；其中66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3.60万余元。追加
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8.10万元。

三等奖开出378注，单注奖金1
万元。四等奖开出1460注，单注奖
金3000元。五等奖开出31348注，
单注奖金 300 元。六等奖开出
35927注，单注奖金200元。七等奖
开出57828注，单注奖金100元。八
等奖开出1041469注，单注奖金15
元。九等奖开出9038002注，单注奖
金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
9.95亿元滚存至9月27日（周一）开
奖的第21112期。

大乐透开 12注一等奖池余额9.95亿元

体育彩票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协办

生活报讯（一辰）1日，体彩大
乐透第21101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13、18、19、27、32”，后区开出号码
“06、11”，当期全国共开出6注大乐
透一等奖，其中1注由汕头市购彩者
中得。

15日，中奖者陈先生现身汕头
体彩中心领奖。陈先生购买的是一
张10元5注号码的机选票，收获奖金
9675934元。

陈先生今年刚接触体育彩票。
他觉得“超级大乐透”的游戏名称很

讨喜，所以买了几次彩票都只买超
级大乐透。1日，他路过体彩店，便
进去随手买了一张 10 元的机选
票。当晚开奖后，陈先生查看开奖
号码，惊喜地发现中了一等奖。陈
先生回忆，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反复
确认了好几次彩票号码和开奖号
码，还做了几次深呼吸，这才接受了
事实。

当问到这笔奖金如何打算时，陈
先生表示暂时还没想好，回去后再做
规划。同时他也表示，今后还会继续

购买体育彩票，支持给他带来好运的
体育彩票，不单单是超级大乐透，还
会挖掘其他体育彩票游戏。

大乐透967万得主现身领奖
做了数次深呼吸才接受现实

新闻热线

2021·9·27 星期一 本版主编 孙堃 编辑 杨明乐 版式 倪海连

A12身边·体彩 15504501528

生活报中缝阅读指南

有温度的报纸有温度的报纸
有价值的便民信息有价值的便民信息

就看生活报就看生活报

1、周一、周日：
企业招聘专栏
个人求职免费刊登
2、周三、周六：
征婚专栏
3、周一到周日：
老年公寓专栏
4、周一到周日：
搬家专栏
5、周一到周日：
助农专栏—武夷山茶场
6、周一到周日：
丢失声明、公告专栏
7、周一到周日：
房产公示专栏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助农电商平台
回馈生活报读者

价格一降到底/免费包邮

福建武夷山直邮福建武夷山直邮
简包装简包装

大红袍伴手礼礼盒：
88元/盒（150克）

正山小种伴手礼礼盒：
98元/盒（1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岩茶：约8.3克/泡，果香小种：约5克/泡

正山小种：158元/250克
赠送：98元大红袍/2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6泡
原价19.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半斤装
原价98元/盒

特惠：买1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果香小种10泡
原价25.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喝好茶喝好茶

生活报 26日讯（记者何兴丽）26日
一早，京哈高速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受
伤血流不止，高速交警放空车辆，引导救
护车逆行3公里，及时救助伤者。

26日6时55分许，省公安厅高速公路
交通管理局哈双大队事故中队接到指挥中
心派警，京哈高速进省方向1171公里处发
生交通事故，现场有人员受困。接警后，民
警立刻赶往现场。同时通过大队指挥室通

知勤务二中队前往现场防护。7时15分
许，两个中队先后到达现场后发现，事故车
的驾驶室已经严重变形，驾驶人杨某腿部
血流不止，动弹不得。救护车还在路上，但
事故地点距离最近的调头点还有34公里，
救护车从哈尔滨出发到达现场至少需要一
个半小时。

而该地点距离双城收费站仅3公里，
如果救护车从双城上高速，逆行3公里，

时间会节省很多。两个中队迅速制定应
急方案。7时40分，民警在双城收费站接
到了救护车，此时该路段车辆已经放空，
仅用了3分钟，救护车就在警车的带引下
逆行到达事故现场。杨某身体壮硕且行
动不便，民警马东凡立即跳上事故车，协
助医护人员合力将他抬下，送上救护车。

目前，伤者因左下肢开放性骨折正在
医院救治，已无生命危险。

京哈高速发生肇事

民警引导救护车民警引导救护车逆行逆行 公里救人公里救人33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26日，第十四
届全运会乒乓球比赛进入收官之日。在
延安大学体育馆进行的“决赛之夜”上，黑
龙江组合王曼昱/车晓曦以4比0横扫辽
宁组合王艺迪/陈幸同，摘得女子双打金
牌。

又是一个4比0！夺冠的那一刻，王曼
昱难掩兴奋之情，握紧拳头，面露笑容，与
车晓曦紧紧相拥。决赛入场仪式上，从王
曼昱和车晓曦的表情上看，两人都显得非
常自信和轻松。

本场决赛是全运“劳模”王曼昱在三天
内打的第三场决赛。尽管连续高强度作
战，有伤在身的王曼昱状态依旧火热。搭

档车晓曦也是火力全开。
至此，全运会乒乓球比赛项目全部结

束。四线作战的王曼昱以2金1银的成绩，
成为了乒乓赛场上最闪亮的星，也完成了
个人在全运赛场的高光起步。

短短十天，“劳模”王曼昱参加了20场
比赛，取得19胜1负的傲人战绩。在竞争
强烈的中国乒坛，全运“劳模”俨然成为全
运“战神”。

对于22岁的王曼昱来说，这一年，或
许真的是其运动生涯中，没齿难忘的一
年。从奥运冠军到全运冠军，从团体金牌、
双打金牌，再到单打金牌，全能战士王曼昱
在乒坛掀起青春风暴。

第十四届全运会乒乓球女双决赛

王曼昱车晓曦摘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