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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盘江大桥普立特大桥
靠边停车扣 6 分罚 200 元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世界第一高桥
北盘江大桥正式
建成通车，成为了
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许多游客纷
纷前去一睹高桥
风采，但私家车随
意停放路边，行人
穿梭在高桥上，存
在很大安全隐
患。记者从宣威
交警部门获悉，从
1 月 14 日起，北盘
江大桥、普立特大
桥严禁靠边停车，
违者扣 6 分、罚款
200 元。
北盘江大桥暂无观景台，停车看风景要被处罚。

普立特大桥 每天数百私家车乱停放
2015 年 8 月 25 日，宣威普立特大桥建成
通车。去年国庆长假，游客从各地纷至沓来，
一时大桥和周围道路上多处拥堵。
据大桥管理所工作人员介绍，
去年国庆假
期头两天，游客就突破 1 万人次，大小车辆超
过 1500 辆，整个长假期间游客超过 5 万人次，

宣威交警不得不对大桥部分路段进行临时交
通管制。
宣威交警部门有关人士介绍，除了节假
日交通拥堵外，普立特大桥每天还有数百辆
私家车乱停乱放，每天上千人拥挤在桥上看
风景。

北盘江大桥 应急车道成临时停车场
去年年末，垂直高度 565 米的世界第一高
桥北盘江大桥建成通车，今年元旦小长假期
间就迎来了很多游客。
由于北盘江大桥两端的观景台暂未建
设，前来观光的游客把大桥当成观景台。几

交规处罚

百辆私家车全部停在大桥的应急车道上，任
凭交警如何劝说，依然阻挡不了违法行为，应
急车道变成了临时停车场。
交警劝说无效，只好不停地巡逻并提醒
大家不要在行车道上穿梭。

违法停车扣 6 分罚 200 元

针对这些交通违法行为，晚报记者从交
警部门获悉，从 1 月 14 日起，世界第一高桥
——北盘江大桥，还有普立特大桥，严禁靠边
停车！违者扣 6 分，罚款 200 元！
有游客问：
“当初为什么不设观景台和停

户口在玉溪和红河
可异地换领身份证
昨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为简化办
事程序，决定于 1 月 18 日起在玉溪市、红河
州开展省内居民身份证异地换领、补领试
点工作，常住户口登记在玉溪市、红河州内
的公民，离开常住户口登记地县（市 、区）
的，即可在玉溪市或红河州实际居住地公
安户政窗口申请异地换领、补领居民身份
证。试点结束后，全省将全面推行省内居
民身份证异地换领、补领工作。届时，我省
居民将可在实际居住地享受异地换领、补
领居民身份证服务。提醒，公民申请省内
异地换领需交验居民身份证；申请省内异
地补领居民身份证需交验居民户口簿或居
住证、社会保障卡、护照等身份证件；因相
貌特征发生较大变化，且居民身份证未登
记指纹信息难以确认身份的，不可申请居
民身份证异地换领、补领。 本报记者 何瑾

车区？”记者了解到，北盘江大桥跨越云南宣
威普立乡和贵州毕节都格乡，在云南一侧设
计有观景台，但因为种种原因，观景台用地尚
未落实，于是暂停修建。
本报记者 夏体雷 摄影报道

可以通过
两条线路看风景

交警
提醒

世界第一高桥 ，谁不
想停留下来观赏一下？实
在憋不住想观赏这座美丽
的大桥，交警提醒游客，可
以选择以下行车路线：沿
杭瑞高速六盘水往宣威方
向行驶，从俄脚收费站下
高速，沿俄脚往都格的乡
村公路，行驶十多公里到
都格乡岔河半坡。另外一
条线路是，沿杭瑞高速宣
威往六盘水方向行驶，从
普立收费站下高速，沿乡
村道路腊龙方向行驶，行
驶 20 多公里至腊龙坡上。
到达以上两个地点，你就
可以看到北盘江第一高桥
的全貌了。

渣土车出门要先
“洗澡”
工地扬尘、渣土车灰头土脸等建
筑工地施工中的乱象，将得到彻底改
观。记者从昆明市提升人居环境整
治工地管理不规范乱象观摩会获悉，
昆明 800 多个建筑工地都必须做到出
工地车辆 100%冲洗干净，同时遮蔽
严密。
昨日下午，昆明市住建局组织建
筑施工单位代表，到中国建筑第二工
程局承建的云南金科时代中心工程
观摩。
工地内，道路都是水泥地，路面干
净；还有临时消防设施，围栏上每隔几
米就有一个自动喷淋装置，出工地车
辆都要冲洗。往工地里面走，还看到
了一个数字显示屏，上面显示了 PM10
和 PM2.5 实时数值。工地一位工作人
员说，PM10 检测仪一旦超过警戒线，
就要采取喷淋等相应措施降低工地内

的灰尘问题。
记者从观摩会上获悉，昆明市提
出建筑工地必须按照相关要求，设置
喷淋降尘系统和“三池一设备”，必须
设置 PM10 自动检测装置，必须设置
围墙（围挡）并进行美化，做到施工现
场 100%标准化围蔽，100%洒水降尘，
出工地车辆 100%冲洗干净，同时遮蔽
严密。
昆明总共现有 800 多个建筑工地，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只有 23 个建
筑工地安装了远程监控系统，并接入
了中心控制平台；有 69 个建筑工地自
行安装了工地范围内的监控系统，正
抓紧完善系统，准备接入中心控制平
台。自今年 1 月 1 日起，未安装远程视
频监控系统的项目，一律不予办理渣
土运输手续和安全生产监督备案。
本报记者 杨质高

中印瑜伽学院
要开 50 家分院
15 日，云南民族大学中印
瑜伽学院与北京集美臻美投
资有限公司在昆明举行新闻
发布会，双方正式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中印瑜伽学院 5 年内
要在全国主要城市建立 50 家
分院、100 个教学中心和若干
瑜伽馆（店）。
中印瑜伽学院成立于
2015 年 6 月，是中印两国共建
的第一个瑜伽学院。2016 年，
学院与印度最有影响力之一
的一家瑜伽大学合作申报瑜
伽硕士的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今年，云南省教育厅已批
准学院在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专业下开设瑜伽方向，即将
正式招收瑜伽方向的本科和
硕士学生。 本报记者 罗南

大临铁路
首座隧道贯通
记者从昆明铁路局获悉，
15 日，由中铁二十四局承建的
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
部分大临铁路勐麻 2 号隧道顺
利贯通，成为大临铁路首座贯
通的隧道，标志着大临铁路建
设取得了新进展。
大临铁路北起大理，经巍
山、云县，南至临沧市临翔区，
全长 202 公里，设计时速 160
公里，为Ⅰ级电气化铁路，桥
隧比达 87.25%。
本报记者 曹婕
通讯员 万乘里 郝亚凡

昆明交警每周一曝

33 名醉驾司机
不能回家过年了
晚报记者从昆明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获悉，1 月 6 日至
12 日期间，查处各类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分别是：饮酒驾驶 46
起，醉酒驾驶 33 起，机动车未
悬挂号牌 25 起，不按规定安装
机动车号牌 7 起，故意遮挡、污
损机动车号牌 11 起，机动车不
走机动车道 7450 起，号牌不
清晰、不完整 445 起，超员 165
起，逆向行驶 888 起，货车违
禁行驶 969 起，机动车未按规
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1725 起。
再 过 10 余 天 就 到 春 节
了。这 33 名醉驾的司机不仅
回不了家，而且也不能与家人
愉快地一起过春节了，等待他
们的是懊悔和法律的惩处。
据了解，1 月 6 日至 12 日，
共处行政拘留 55 人，吊销驾驶
证 40 本。
本报记者 吕世成
通讯员 刘云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