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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斑马线不让人 开始抓拍了
户部巷口每天抓拍四五十起，记3分罚100元，武昌区路口开始执法
本报讯（记者梁爽）昨天，市民李先生在手机上查询
车辆的电子眼记录，发现多了一条记录：7月26日，在武
昌解放路自由路路口， 他驾车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礼让
行人，被电子眼抓拍，记3分，罚款100元。 李先生既纳闷
又委屈：“之前从没有过类似的违法记录， 所以过斑马线
时没注意，难道现在开始抓拍了？ ”
交管部门表示，从5月25日开始，武汉交警对驾车不
按规定礼让行人的司机进行教育宣传，为期一个月。 6月
26日开始，在街头进行现场整治。 近日，各交通大队已开
始对不礼让行人的车辆和司机进行抓拍。

优先通行权。 也就是说，遇行人横过这类道路时，机动车
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避让。 ”交警表示。

只在平峰时段、有礼让条件前提下抓拍

抓拍不在高峰期进行
昨日上午，记者在武昌解放路自由路路口现场看到，
过马路的行人不断。 由于这里只有两股车道， 并非大路
口，路口虽然有斑马线，但没有设交通信号灯，个别车辆
遇到行人在斑马线上通过时，并未减速让行。
武昌区交通大队秩序科负责人表示， 此处位于户部
巷的入口，代表着武汉市的窗口形象，此前人车抢行现象
比较严重。在交通高峰期，路口以民警或交通协管员疏导
为主， 在平峰期间会对与行人抢行较严重的车辆进行人
工抓拍，目前每天的抓拍量在40至50起左右。 目前，武昌
区已有100多个路口开始抓拍。

行人拥有优先通行权
交警表示， 根据道交法规定，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
时， 应当减速行驶； 遇行人通过任何条件下必须停车让
行。 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车辆要主动避让行人。

揭秘：神州租车为何“全球最赚钱”
本报讯（记者张珺）近日，神州优车集团公布其人车生
态智能系统“优车智脑”，这是首次向外界解读了神州租车
为什么一直是国内最赚钱租车公司的根本原因。
神州租车2016年财报显示，车队利用率达65.1%，远高
于全球租车行业平均水平，也因此被称为“全球最赚钱的
汽车租赁企业”。 长期以来，外界将神州赚钱的秘密归功于
规模优势及标准化服务，其实智能化运营才是真正的杀手
锏。
优车智脑是以神州优车集团旗下出行、电商和金融三
大业务板块海量真实数据为基础，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独创人车生态智能系统。 具体到租
车版块，在优车智脑系统内的Sharp智能交通平台上，能够
清楚看到神州租车车辆的运营状况，大到一个城市的出租
情况，小到每辆车的运行轨迹，全都显示得清清楚楚。
区域内的车辆调度，考验大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 比
如大城市，轿车需求高，旅游城市，SUV与商务7座型车辆
需求高。 春季与秋季是北方的旅游旺季，租车需求高发。 这
些是宏观层面的预测，但要具体到某个门店某段时间具体
需要配置多少车，就需要大数据系统分析了，有了优车智
脑就可以最为科学地为门店配置车辆了。
“譬如在武汉，我们可以看到三厢1.6T排量的大众朗
逸在未来一周的需求量，蓝线是预测出租量，红线是最终
实际出租量，Sharp系统的预估和最后实际出租量几乎重
合。 随着越来越多参考系的加入和数据的完善，Sharp智能
交通平台未来会更趋完善。 ”神州优车技术部门相关负责
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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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路自由路路口，一辆越野车不礼让行人被抓拍
电子眼抓拍图
具体来说，车辆在路口应当这样行驶：斑马线旁装有
人行横道灯的，行人应遵守信号灯通行。没有人行横道灯
的，按前进方向路口信号灯指示通行。
机动车通过有信号灯控制的斑马线时， 应当按信号
灯指示通行。 当机动车和行人在人行横道同时被信号灯
放行时，行人拥有优先通行权，机动车应当停车让行人优
先通过人行横道。 机动车通过没有信号灯控制的人行横
道时，首先应当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人行横道上的行人动
态， 发现有行人通过时， 应当立即将车停止于人行横道
外，待行人安全通过后，再起步前进。
“没有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标线的道路上，行人拥有

“我们前期进行了宣传引导、专项整治，但仍有部分
司机到了斑马线前没有让行的意识。 ”交警表示，每个人
拿驾照时，路考中有一项就是看见斑马线必须踩刹车，不
少司机上路后就抛到了脑后， 甚至看到黄灯了还踩油门
抢过去，这种习惯非常不安全。
如果因为害怕被抓拍，机动车一直让行人，行人又连
绵不绝，永远都过不去路口怎么办？ 交管部门表示，对于
这个问题也曾专门研究， 因此在高峰时期不抓拍此类违
法，由交警或协管员疏导交通，只在平峰时段、有礼让条
件的前提下抓拍。 同时交警也表示，处罚并不是目的，礼
让斑马线并不是只是司机的事， 行人也应视情况等待通
过，有信号灯的路口按照信号灯通行。

链接 机动车不礼让，罚款100元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
经人行横道时， 应当减速行驶；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
道，应当停车礼让。 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
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100元罚款：（七）行经人行
横道未减速行驶或者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
的。

个别社区脏乱差，近期将“回头看”
本报讯（记者谭在龙 通讯员向智）8日，在我市文
明城市创建暑期集中行动第五周督查行动中，督查组
深入走访了江汉区、硚口区。 暗访中，督查组发现有农
贸市场依旧存在经营秩序混乱、环境卫生差、管理人
员标识不明显等问题。 而在个别老旧社区，脏乱差现
象严重。
上午9时， 督查组来到位于江汉区民主一街的六
渡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发现市场外占道现象严重，
市场内环境卫生较差，管理混乱，不少摊主赤膊经营。
督查组当即要求市场管理人员进行整改。
在民意四路天一街小学，督查组发现校门口外并
无安全警示线，且消防通道被商贩摊位所占据。 同时，
学校附近商铺的杂物肆意堆放，存在高空坠物隐患等
问题。 而在学校对面不足200米处，发现有成人用品商
店。
在宝丰二路天宇网吧内，发现不仅有上网人员抽

烟，还有两名未成年人出入。
中午，督查组来到汉水桥街解放社区，发现小广
告贴满了社区宣传栏，占道、蜘蛛网、油垢、违建等不
文明现象比比皆是。 而在社区接待室，环境卫生较差，
烟头随处可见。 督查组提出严肃批评，要求社区相关
负责人立即整改，近期将“回头看”检查。
督查组表示，在文明创建中，老旧社区工作虽然
存在一定困难，但负责人应该提高主观能动性，全力
给老百姓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
在走访过程中，江汉区天后社区“青少年暑期社
区托管项目”、 硚口区利济社区“家庭教育公益大讲
堂”得到督查组高度认可。

文明城市建设永远在路上

武汉市文明办联合市食药监局发出倡议：

继续开展“光盘”行动，推行点菜“N-1”
本报讯（记者王春岚 通讯员孟俊 王晴）吃桌席，
10位宾客点9个菜；吃不完的菜，打包带走不浪费。 昨
天，武汉市文明办联合市食药监局发出倡议，继续开
展文明餐桌“光盘”行动，据估算半年可为武汉节约粮
食超过3000吨。
武汉市餐饮协会会长刘国梁介绍，不少餐馆推出
例份菜，有些菜式甚至按人数卖，还主动提供免费环
保打包餐盒。 此外，还会对当日剩菜做专业分析，调整
口味及配菜量，尽量减少浪费。
今后， 除号召餐饮单位在菜单上标明食材分量

帮您看伢

外，还要推行“N-1”点菜模式，点菜时，菜肴数量要比
就餐人数少1。
市文明办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是武汉市推行“光
盘行动”的第6个年头，刚开始推行的半年时间里，全
市宾馆、饭店、餐馆的泔水同比减少3340吨，吃不完主
动打包就餐者增加32%。
目前，武汉将迎来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的复查测
评，深化“光盘行动”是测评体系内容之一，因此请市
民积极参与“光盘行动”。

全市开放135个暑期托管点

本报讯（记者陈玲 通讯员杨青）年初，市政府工
作报告中列出2017年十件实事，其中一件就是推进文
体惠民政策。 这件实事进展得如何？ 昨天上午，副市长
李忠到市内多所青少年空间视察青少年暑假社区托
管项目。
据悉，7月3日至8月20日， 团市委在全市开放135

个暑期托管点，由社区干部、教师、大学生项目助理帮
您看伢。 记者在江岸区袁家青少年空间里看到，19个
孩子在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 正在学习地震救生知
识。 负责人介绍，这里每天最多可以容纳60个孩子同
时上课， 老师每天为孩子们安排了不同的活动内容，
听音乐、阅读、欣赏电影，可以呆上一整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