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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汉

中国残联向我市残疾人捐赠35万张免费旅游卡

残疾人和陪护者可免费游500个景点
本报讯（记者姚笑 通讯员杨士启 郭情情）中国残联
向我市残疾人捐赠35万张旅游卡，考虑到残疾人出行不
便， 持证残疾人的陪护人员每人同样获赠一张全国旅游
卡。 昨天，市残联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持卡人可免费游
全国500个景点。 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副秘

书长徐钢出席了35万张旅游卡捐赠仪式。
该旅游卡是一张整合全国旅游资源的跨界旅游卡，
卡内景区均全免首道门票。 覆盖全国500多家优质景区，
包含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休闲娱乐、博物馆、主题公园等
多种类型景点。 在武汉包括九真山、张公山寨等景点。

据了解，该旅游卡有效期是2017年11月12日至2018
年12月31日， 可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有品位旅游年
卡”，进入“残联通道”，按步骤进行激活，激活时间截至
2018年2月10日。

深夜潜入高校花园

武汉3万商家参与
“
双12”

女“
采花贼”组团盗名贵牡丹
本报讯 （记者万勤 实习生惠雪寻 通讯员罗维舟）
11月27日，洪山公安分局马房山所接到辖区内某高校报
警，称校园内的牡丹园内被盗7株南阳月季和6株洛阳牡
丹。 民警查看监控录像， 发现有4个人在盗挖月季和牡
丹，民警一方面追查一方面联合校保卫处加强巡逻。 12
月4日凌晨4点，巡逻队发现4个人再次出现在牡丹园里，
一辆私家车上装有刚被盗挖的2株南阳月季和17株洛阳
牡丹，民警立即将4人带回所里进行调查。
经查，女子陶某，今年32岁，武汉本地人，11月27日
凌晨，陶某与男友、好友等4人一起消夜，消夜后，陶某看
见路边有野花，准备摘回去养，男友廖某说，某大学牡丹
园里的花要比这些野花好看得多。 于是4人立即前往该
牡丹园， 一起盗挖月季和牡丹后运到陶某的租住房内，
陶某看还有剩余的花盆，加上自己又喜欢养花，12月3日
晚，陶某又叫上另外3人，再次回到牡丹园里偷花。 正待
离开之际被巡逻队抓了现行。
据学校保卫处介绍，这批月季、牡丹分别是由南阳
市政府和洛阳的校友捐赠给学校的，南阳月季每株价值

被偷的牡丹花

本报讯（记者张珺）
“双11”刚过，“双12”又将来
临，将引发一波消费热潮。记者昨了解，“双12”当天，
消费者用口碑APP或者支付宝在商店里消费， 依旧
能享受商家给出的“双12”优惠，最高五折。如果是消
费者新下载口碑APP，还能享受一次折上五折（封顶
25元）。
在武汉，今年参与“双12”的商家总共有3万家，
包括星巴克、必胜客、皇冠、蔡林记等。

658头法国“二师兄”
飞来湖北“搞对象”

通讯员罗维舟 供图

本报讯（记者张全录 通讯员刘杰 尹乐雯）昨天
上午8点，658头法国种猪共计50吨， 搭乘南航波音
飞机CZ8702航班，经过11个小时的空中飞行，安全
地从巴黎抵达武汉天河机场，正式“落户”湖北，开启
它们在中国的新生活。
据种猪订货方襄阳一家畜牧业公司负责人介
绍，本批种猪源自法国，品种改良技术处于全球领先
水平。 本次共引进4个品种，1200头种猪，将分批抵
达武汉。这些品种的种猪体型高长，繁育的后代具有
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肉质好等特点，在中国市场
差评率基本为零。 这些猪进入武汉，在隔离期满后，
将用于配种和繁殖。

1500元，洛阳牡丹每株价值600元，两次盗走的9株南阳
月季和23株洛阳牡丹合计价值27300元。
目前， 陶某因有小孩需要照看被执行取保候审，廖
某等3人因涉嫌盗窃被洪山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之中。

穿假警服显摆 被真警察识破
本报讯（记者李爱华 通讯员张家国）昨天凌晨1点
半，汉口火车站警务站民警张小虎、协警张备备等3人在
汉口振兴路复兴村菜市场附近进行路查时，一驾车的中
年男子表示：自己也是一名警察。 说罢，该男子撩起棕色
皮夹克，露出里面穿着的春秋装制式警服，腰间还带着
一副警用手铐。
张小虎发现： 该男子的警号牌比正规号牌要大一
圈，于是询问对方是哪个部门的，并要求对方出示工作
证。中年男子称自己前不久才调到汉口火车站警务站，张

小虎一听心里便有了谱， 警务站根本没有这个人。 再看
男子出示的工作证件，居然没有贴相片，工作证为假证确
定无疑。 张小虎等人将中年男子带回常青派出所调查。
原来，该男子麻某今年45岁，养了多只狗，其手铐、
警服都是从网上购买的，麻某称自己穿假警服只为外出
驯狗时“显摆” 威风，没想到夜间开车出去消夜时，遇上
了真警察盘查被识破。
根据治安管理的相关规定，警方对麻某处以10日的
治安拘留。

境外刷银联卡

超万家商户
提供最高30%优惠
本报讯（记者杨莉 通讯员易凌） 银联国际近日
启动“全球名店热卖季”，联合境外24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万家购物、餐饮类商户，提供银联卡专属优惠，
其中绝大部分是店内优惠。
24个国家和地区的热门商户为银联卡持卡人提
供最高30%专属优惠。
喜欢使用银联手机闪付的持卡人可以“薅”到羊
毛。 本次活动中，香港VanGO 便利店、食东西餐饮
店等十余家商户， 澳大利亚乐高乐园等为银联手机
闪付用户提供了买赠、立减等专属优惠。
除了使用体验好、 折扣多以外， 银联卡汇率稳
定、透明、优惠，且消费无货币转换费用，因此是境外
消费的优先选择。

交管公布三环及外环线违章大数据，今年共摄录超速9671起

的士鄂AX2H86半年扣109分
今年来，交管部门加大了对三环线、外环线上车辆
违法超速的摄录、查处力度。 昨日，武汉市公安交管部门
公布2017年1至11月，在武汉市三环线和外环线违法超
速排名前十名的车辆名单 （名单见表），3辆小车因违法
超速13次、排名榜单前三，其中2台为出租车，仅此项违
法，这三辆车就将面临各扣78分、罚款2600元的处罚。

出租车41天超速13起
根据交管部门大数据显示，2017年1至11月， 在三
环线和外环线上车辆超速排名前十名的车辆中，车牌号
为鄂AX2H86、鄂AZD998和鄂AX2492三台机动车，因
超速均为13起、排名榜单前三。
其中， 鄂AX2H86为武汉华昌出租公司的车辆，从
2017年6月至11月短短半年时间，该车在武汉各类违法
高达31起，扣109分、罚款5750元；仅今年9月14日至10
月25日41天时间内， 在机场高速就因超速达到13起之
多。 排名第二的鄂AZD998是辆小车，超速也达到13起。
排名第三的鄂AX2492是武汉市天兴出租公司的车
辆，这台车从今年的9月3日至10月10日这37天时间，仅
超速违法就达13起；从今年的4至11月，该车有38条违
法记录，扣118分、罚款5400元。
车牌号为鄂ARN878的黑色长城牌小型客车为市
民李某的私家车，在此次违法超速排行榜中位于第4名。
该车从今年的2月至11月有42条违法记录，扣121分、罚
款高达6500元。

常见违法中超速排名第一
交警分析发现，超速行为多发生在上午10时至下午
4时，晚间的8时至12时。 昨天平峰时间的下午2时至2时
30分，民警通过监控看到，机场二通道和三环线由于车
流量小，短短30分钟就有近20台机动车因超速被摄录。
交管部门通过监控平台分析，在三环线和外环线有
5种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 排名第一的是小型机动车超
速20%以上未达到50%，此违法以私家车居多，从今年
的1至11月， 违法起数高达9416起 （超速50%以上的有
255起）。 排名第二的是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主要
是压越导流线，今年来违法起数为1051起。 排名第三的
是机动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的，
违法起数为707起；排名第四的是机动车逆向行驶，违法
起数为625起；排名第五的是机动车不按规定停车，违法
起数为579起。
记者梁爽 通讯员张振宇 付健

超速次数排名前十的车辆
序号
1
2
3
4
5

超速
次数
13
13
13
10
8

号牌号码
鄂AX2H86
鄂AZD998
鄂AX2492
鄂ARN878
鄂A6U123

超速
次数
6
7
7 7
8
7
9
7
10 7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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