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桂林市民莫先生到路边收费
停车位停车时，被收费员告知他欠下巨
额停车费 22.4 万余元。莫先生领到欠费
明细单时一看， 欠费达 22.4 万余元，被
吓了一大跳。 莫先生停车多长时间？ 为
什么会出现天价停车费？ 1 月 19 日，记
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1 月 19 日上午，记者在桂林市建干
路见到了莫先生。 莫先生说，2015 年 11
月 12 日 8 时 30 分许，他将车停在该路
段一路边停车位后， 便到附近去办事。
当天上午 9 时， 他回来准备将车开走
时，没有看到收费员在附近。 当时下着
雨， 莫先生估计收费员是去躲雨了，等
了 10 来分钟后，还是不见收费员回来，
便开车离开。 20 多天后，莫先生将车借
给朋友，朋友还车时告诉他，说他的车
欠了数千元停车费未交。 当时，莫先生
还以为朋友是在开玩笑。

今年 1 月 11 日 9 时许， 莫先生来
到桂林市西城路一路边收费停车位停
车时， 收费员输入莫先生的车牌号后，
说他的车欠停车费 22.4 万余元。收费员
打出一份占道停车欠费明细单，莫先生
看到欠费总额竟为 224363 元， 吓了一

大跳。 自己就算卖了车还不够交停车费
呢。

莫先生仔细查看欠费单，发现车辆
到达时间是 2012 年 1 月 1 日零时 04
分， 相当于他的车在该车位已停放 4
年，这才计算出如此高额的停车费。

莫先生说，桂林市道路停车收费是
2015 年 7 月才开始的，而且自己的车也
不可能在该车位停放近 4 年，他认为是
收费员搞错了。 随后，他打电话到桂林
市物价局投诉，还致电该停车位收费单
位桂林市桂辉物业公司的经理蒋某。 蒋
某了解情况后，表示会尽快处理此事。

1月 19 日上午，莫先生在桂林市七
星区停车时， 经收费员输入车牌号查
询，发现 22.4 万余元欠费单已经被撤销
了。

据桂林市桂辉物业公司经理蒋某
介绍，经内部调查，是因为当时收费设
备发生故障，没有联网，将车辆到达时
间弄错，这才出现高达 22.4 万余元的欠
费单。 他接到莫先生电话后，已及时撤
销出错的欠费单。

事后，物业公司给出回应称设备错
误，算错了。 据《南国早报》报道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针对引发
网上热议的一名移动用户数千兆流量被
“偷跑”事件，北京移动有关人士 19 日作出
回应，该客户的数据流量并非“偷跑”，而是
由于重复下载一个数据量较大视频造成数
据消耗， 北京移动对数据流量计费准确无
误。

据媒体日前报道，去年 7 月 21 日，张先
生查询手机套餐时， 看到流量剩余 600 余
兆。 7 月 22 日 0 时 0 分到 0 时 17 分，该用户
收到中国移动发来的 5 条短信，提示他当月
使用数据流量超出套餐额度近 2000 兆，额
外费用达 500 元。 该用户称，大部分时间他
都使用无线网络连接，当天不可能消耗千兆
流量。 与此同时，张先生还发现 0 时 09 分的
短信提醒是 “套餐外流量费用超额 500
元”，而一条 0 时 12 分的短信却显示“套餐

外流量费用超额 100 元”， 并对北京移动的
流量提醒短信提出质疑。 张先生随后将北京
移动告上法院。

北京移动相关人士 16 日向记者表示，
2015 年 7 月 22 日 0 时至 0 时 12 分之间，该
用户号码访问并重复下载某段大小为 242
兆的视频，共消耗流量 2489 兆。 关于流量提
醒短信有误的问题， 北京移动给出的解释
是，由于计费系统工作模式是每天凌晨进行
数据备份，其间，不处理话单。 当备份结束
后，开始同时处理前面累积的话单和实时话
单，因此，流量提醒短信会出现时间差。

记者采访到张先生，他对移动取证反复
下载视频的事实予以否认，同时他认为移动
公司不应该将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张先生已
经收集到足够证据，并将根据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对移动公司展开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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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 四川省绵阳市中院政治部
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应， 关于网上举报该院
办公室副主任唐某与庭长高某 “通奸”一
事， 已经将相关情况向上级法院汇报。 目
前，唐某正在本院纪检组接受调查，高某在
休假。 当日，知名网友 @ 烟云爆料称，四川
省绵阳市中院的唐某和高某在上班时间
“通奸”。

网友举报：酒店监控拍下开房“通奸”
过程

记者搜索发现，从 19 日开始，网络上
出现了题为 《卑鄙法官长期上班时间通
奸》《绵阳史诗级的“通奸”大片》长微博
和帖子。

两条帖子的标题虽然不同， 但内容一
致， 均称绵阳市中院办公室副主任唐某和
该院庭长高某长期在上班时间跑出办公室
“通奸”。

记者查询发现， 该消息最早来自微博

网友 @wswd， 该微博用户 1 月 18 日晚 8
点 40 分开通微博，并发布了第一条内容。

此后的 19 日凌晨 0 点 03 分和 0 点 28

分连续发了两条微博， 指绵阳中院法官通
奸。

微博内容显示， 唐某长期以来上下班
时开的是川 BGA7XX 家庭用车，上班开房
打麻将娱乐时却改为驾驶川 A37SXX 小轿
车。 去年 12 月份， 唐某和高某分别于 11
日、18 日和 23 日，到园艺山会议中心开房
和去外地游玩。

随帖还配发了 16 张照片，说明唐某与
高某开房的整个过程。

记者发现，16 张图片均来自于现场的
监控视频截图。其中包括院内停车场、宾馆
门里、宾馆四楼和宾馆总台四个地点。

照片上显示， 视频记录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 13 点 35 分至 16 点 39 分。 其中包
括， 两个人驾驶车牌号为川 A37SXX 小轿
车到宾馆后，唐某先行下车开房并于 14 点
43 分走进房间，四分钟后，高某出现在视
频中，走进唐某已进入的房间。

三个小时后，两个人先后从房间走出。
高某乘电梯离开宾馆在车上等唐某， 而唐
某则走楼梯到宾馆总台结账退房后， 回到
车上与高某一起离开。

法院回应： 当事人正在接受纪检部门
调查

20 日上午， 绵阳市中院政治部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19 日已从舆情部门接到关于
唐某和高某被指“通奸”的情况，并向四川
省高院进行了情况报告。

该工作人员称， 被举报的唐某是该院
办公室副主任， 高某是该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某庭庭长。

“唐某正在接受中院纪检组的调查，
另一名当事人高某正在休假。 ”该工作人
员称，当事二人尚未停职。

绵阳中院政治部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在与当事人核实调查结束后， 中院将会对
外统一发布调查结果。 据新华网报道

绵阳男女法官被曝上班时间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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