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城“低头开车族”真不少
交警提醒：开车玩手机要记分并罚款

本报讯（记者 刘雅勤）这两天，厦门市
一司机开车玩手机查看微信，错把油门当刹
车， 使得 4 个无辜的生命丧生，3 个幸福家
庭被毁。 一时间，这则消息在西宁人的朋友
圈中广为流传，许多网友纷纷转发并提醒司
机朋友们开车要专心，切莫低头玩手机。

11 月 2 日，西海都市报记者分别前往小
桥十字、朝阳东路十字、八一路康乐十字进
行现场调查，发现“低头开车族”还真不少。

现场：多个路口发现司机开车时使
用手机

8 时整，记者在沈那中学公交车站上车，
此时正值上班高峰期，车流量较大，车辆缓慢
前行， 从沈那中学行驶至人民公园站共耗时
15 分钟，其间，有 6 名司机边开车边查看手
机。 在人民公园十字，记者下车后看到，一名
女司机刚放下手机， 随后又抱起了副驾驶座
上的宠物狗，当绿灯亮起车辆通行时，她依旧
把狗抱在怀里继续开车。

随后，在朝阳东路十字路口看到，一位
货车司机在等红灯时看手机看得入神，绿灯
亮时没有及时启动，后面的司机开始鸣喇叭
催促，而当他开始行驶时，右手依然握着手
机。

11 时 50 分，八一路康乐十字，许多骑电
动车和摩托车的司机也在行驶中接听电话，
单手骑车。

市民讲述：开车玩手机导致追尾 的
哥开车爱聊微信

采访中，市民边先生说，去年 7 月，他和
女朋友刚认识，一天晚上，他开车时忙着跟女
友发微信， 就在低头打字的瞬间他追尾撞上
一辆轿车。“我是个老司机，有 7 年驾龄，当时
副驾驶上还坐着我朋友，一下子就撞上了。 ”

不少市民表示，他们在乘坐出租车的时
候，都碰到过边开车边聊微信的司机。

网友 “@ 田汉 Sometime” 曾发布微博
称，出租车司机开车的时候玩手机玩得比乘
客还嗨，感觉自己的生命有危险，不少网友
跟帖评论，说自己在乘坐出租车时经常碰到
喜欢开车聊微信的司机。

一位姓吴的出租车司机表示，由于每天
开车比较枯燥，的哥们都喜欢在开车时和朋
友聊上几句，现在很多出租车司机都在方向
盘附近安装了手机托架，这样就能保证在接
电话的同时手不离方向盘、眼不离路面。

交警提醒：开车玩手机要记分罚款
西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四大队队长崔

浩表示，司机在开车过程中接听电话、玩手
机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一经发现，将
给予驾驶人警告或记 2 分并处以 200 元以
下的罚款。

对于在方向盘附近安装了手机托架的
行为，崔浩表示，这种做法不可取。手机放在
方向盘附近，会干扰司机的注意力，不少交
通事故都是因为司机开车时分心而造成的，
司机在打电话、 低头看手机时容易走神，从
而造成交通事故。

记者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发现，当车速
在 60km/h 时，低头看手机 2 秒，相当于盲
开 36 米，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刹车至少需
20 米。 用智能手机打开并阅读一条微信需
要 12 秒的话，相当于汽车盲开约 216 米。

西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大队民警孙
文庆告诉记者， 高速民警在巡逻检查时，也
会发现个别司机开车时有接打电话等行为。
孙文庆称，高速路段有高清探头，一经拍照
查处， 司机将记 2 分并处以 200 元以下罚
款。

交警提醒广大司机朋友， 在高速路开
车要格外注意，不可随意接打电话，以免因
为一通电话引发事故， 带来无法挽回的损
失。

上述人士指出，恒大在产品品质、成本
控制、开发模式等方面优势凸显，其产品在
市场中具备了高性价比，研究发现，恒大上
市以来，业绩持续增长，年年超额完成销售
目标。 09 年销售 303 亿完成率 101%、10 年
504 亿完成率 126%、11 年 804 亿完成率
115% 、12 年 923 亿 完 成 率 115% 、13 年
1004 亿完成率 100.4%，14 年 1315 亿完成
率 120%，15 年前 10 月 1545.3 亿已达全年
目标 103%。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以来,楼市
依然处于盘整期, 在行业平均目标完成率
不足 7 成的背景下，恒大仅用 10 个月提前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与其旗下产品的自身
品质过硬有着紧密的关系， 今年 4 月 15
日，恒大宣布“无理由退房”，覆盖恒大全国
范围内所有楼盘住宅， 不仅为购房者提供
了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 维护
了购房者权益， 同时更表明了恒大对自身
产品的信心。 9 月 29 日，恒大与全国 15 家
知名品牌家居企业建立合作联盟。 通过全
面整合行业资源，购房者真正实现了“拎包
入住”， 不仅凸显了其行业龙头的竞争优
势，也为销售取得良好成绩再添助力。

纵观整个行业，截止 9 月底，房企平

均销售目标完成率仅为 64.54%，行业集中
度在进一步加大，中小房企生存空间正被
挤压，大型房企优势则继续扩大。 国内外
分析机构亦关注到恒大的业绩表现。

据克而瑞统计，截止 9 月底，房企平
均销售目标完成率仅为 64.54%。 业内人士
认为，在此形势下，恒大提前两月即超额
完成全年销售目标， 显示了其高品质、高
性价比的产品持续得到市场认可。

另外， 恒大强劲业绩获多家券商看
好，大华继显、花旗银行两大外资投行及
中信证券、中银国际等多家机构，近期发

布恒大研报，纷纷看好恒大销售前景。 中
银国际研报就认为， 受益于品牌影响力、
高执行力及定位刚需的策略，恒大销售强
劲。 研报预期，恒大全年销售将大幅超出
目标。 花旗银行发布研报认为，恒大 2015
年的销售势头强劲，预计今年销售将大幅
超标，同时出色的成本控制以及持续扩大
的销售规模，将令其盈利能力保持稳步的
增长。 而今年前十月的销售业绩，也印证
了许家印在今年年初所言：“恒大每年的
计划，没有一年不实现的，尤其是今年非
常有信心。 ”

恒大 10 月劲收 258 亿
率先冲线全年目标

11月 2 日，恒大公布业绩，其 10 月销售额达 258 亿，刷新单月销售额历史最高纪录。同时，1—10 月恒大累计销售额达
1545.3 亿，是今年首个提前率先冲线全年目标的房企。

据统计，恒大今年已有 9 个月销售破百亿，这种持续畅旺的市场表现，为其仅用 10 个月就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打
下了基础。 有行业观察人士分析，恒大持续热销且提前达标，除政策利好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自身的产品优势及灵活的
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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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放宽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
最长为 30 年 可用于支付自住住房当年度物业费

本报讯（记者 李艳芳）为深入贯彻落
实省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有效促进职工住
房消费，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
厅、中国人民银行西宁市支行联合发文提
出具体措施， 进一步改进住房公积金服
务。

缴存职工本人名下住房公积金可用于
支付本人、配偶、父母或子女购买住房时，

发生的住宅维修基金、 各类契税、 交易手
续费、 测绘费、 登记费和工本费等购房配
套支出费用； 还可用于偿还直系亲属个人
住房商业贷款。

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 且没有住房公
积金贷款余额的职工， 委托缴存单位，每
年可提取 3000 元本人名下的住房公积金，
用于支付自住住房当年度物业费。

职工购买自住住房， 贷款期限可延长

至法定退休年龄后 5 年， 最长贷款期限放
宽为 30 年；对拥有 1 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
购房贷款的居民家庭， 为改善居住条件再
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住房， 最低首
付款比例由 30%下调到 20%。

缴存职工及共同借款人按月缴纳的住
房公积金， 可连同职工实发工资、 奖金等
薪酬计入可支配收入， 综合评价职工还款
能力， 提高职工实际贷款额度。 各地区房

地产产权产籍管理部门要积极支持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推行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
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缴存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 同意根据本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推
算其月收入的， 不需单位出具职工收入证
明； 因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需出具房产信
息查询结果证明的， 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
部门不得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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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姐拾金不昧 两万现金还失主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装有万元

现金的包，在过了一夜之后还能回到
失主手中，用喜出望外来形容失主的
心情再合适不过了。 两万多元现金能
够完璧归赵，出租车司机马慧敏值得
点赞!

青 AT1606 出租车是马慧敏和爱
人共同承包的。11 月 1 日晚，她的爱人
载着一男一女到了西宁宾馆。 下车后，
女乘客发现包不见了。 之后，马慧敏的
爱人又搭载了两拨乘客便回家了。

11 月 2 日 6 时许，马慧敏在洗车
的时候， 发现后座脚下的位置放着一
个包，由于急着送孩子上学，她便匆匆
将这个包提回了家，告知了丈夫。

当日 7 时许，马慧敏在跑车的途

中接到了丈夫的电话，得知自己早上
发现的那个包里放着两万多元现金。
“丢了这么多现金， 失主一定很着
急。 ”马慧敏立刻联系了运政 110，但
由于没有失主的联系方式，110 也没
办法联系失主，马慧敏将包送回了车
行。

为了找到失主，马慧敏和车行的
同事在包里寻找一切与失主相关的
信息，最终，他们在一张提货单上，找
到了失主的电话号码。

随后，马慧敏联系了失主。 经过
了一夜，搭载过别的乘客，两万多元
现金还能回到自己手上，失主表示十
分欣喜。 “马师傅真是好人呐， 感谢
她！ ”

11月 1 日，位于南川西路海山桥以西的新建道路安宁路正在紧张施工。 据
了解，安宁路贯穿南绕城特大桥，目前第一标段已建成通车。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