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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东绕城黄马高速
将取消省界收费站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力争年底前基本取消省内高速路省界收费站，
不停车快捷收费
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昨日发布多个有关取消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的招标公告，其中涉及高海高速、东绕城高
速、黄马高速。当中均表示，
施工改造的目的为加快推动深
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加快
工程建设，推动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力争 2019 年底前基本
取消省内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当天发布的公告有：昆明高海高速公路取消省界收费
站建设工程施工公告、昆明高海高速公路取消省界收费站
建设工程施工监理公告、昆明东绕城高速公路取消省界收
费站建设工程施工竞争性谈判公告、云南省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昆明黄马高速公路配套系统建设工程（一期）
施工竞争性谈判公告、云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昆
明黄马高速公路配套系统建设工程（一期）监理竞争性谈
判公告。

高海高速 10 月 31 日前完工
高海高速公路是昆明市“一湖四环、一湖四片”
“ 四环
十七射”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线起于高峣立交枢
纽，连接昆安高速公路，止于西山区海口镇，连接安晋高速
公路，是昆明主城区通往滇南方向的主要进、出口道路之
一，也是昆明市区通往西山、观音山、白鱼口、海口等旅游
胜地的环滇池旅游观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海高速
公路全长约 30.23 公里，设计路基宽 26 米，按照双向六车
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沿线共设置有晖湾主线收费站 1
处、西华街、白鱼口、海口、海丰匝道收费站 4 处。该工程施
工工期为 60 日，须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完工。

黄马高速新建 ETC 车道 15 条
云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昆明黄马高速公路
配套系统建设工程（一期）施工涉及新建 ETC 车道 15 条，
其中 ETC 专用车道 8 条（具体为：呈贡北收费站 1 入 3 出、
大营收费站 2 入 2 出）、ETC/MTC 混合车道 7 条（具体为：
呈贡北收费站 1 入 2 出、大营收费站 1 入 3 出）；迁改大营收
费站 ETC 专用车道 4 条；ETC 门架系统工程的建设（包含 5
个点位共 10 座）；收费站入口治超检测设备的建设（包含呈
贡北收费站和大营收费站各 1 套，共 2 套）；各收费站分中
心系统升级及入网检测等，最终以建设单位下达的任务书
为准。该项目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东绕城高速 10 月 31 日前完工
在昆明东绕城高速公路沿线及双龙、
两面寺、
阿拉、
科技
园、洛羊收费站，
按照取消省界收费站相关要求完成配套设
施的建设。东绕城高速公路取消省界收费站建设工程施工，
具体以招标人提供的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及招标人的实际委
托为准。须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完工。 本报记者 张勇

《昆明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8 月 18 日起实施

共有部分车位费 归全体业主所有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近日印发了《昆明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
（下称《办法》），将于 8 月 18
日起实施。该《办法》指出，利用共有部分设置停车位的，收取的车位费用归全体业主共同所有，业主
应当按照管理方案约定或者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支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停车服务单位管理服务费用。

共有部分车位费
归全体业主所有

非机动车、摩托车
不得在临时泊位停放

《办法》称，需要占用业主共有部分设置车位
的，应当编制居住区车位设置、管理方案，依法经
该物业管理区域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1/2
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1/2 以上的业主同意，并
经有关部门批准后，由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委托停
车服务单位组织实施。利用共有部分设置停车位
的，
收取的车位费用归全体业主共同所有，
业主应
当按照管理方案约定或者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支付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停车服务单位管理服务费用。
同时，居住区设置临时停车位的，应当符合国家、
省、市机动车停车场设置标准和设计规范，
不得影
响行人、车辆的通行及安全；不得占用绿地；不得
占用消防通道及登高扑救场地；不得停放装有易
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车辆。

非机动车、摩托车、核定载质量 1000 千克（不含）
以上的货车、核定载客数 12 人（不含）以上的客车，以
及车长超过 5.5 米的其他机动车辆不得在道路临时停
车泊位内停放。在限时的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停车的，
不得超时停车。

停车场不提供发票
车主可拒付停车费

宽度小于 7 米道路
禁设临时停车泊位

未按备案场地范围经营
最高罚款 5000 元

《办法》表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实行统一编
号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撤销道
路临时停车泊位设施或者占用道路临时停车泊
位从事非交通活动。不能满足区域机动车停放
需求，存在明显停车供需矛盾的区域，方可设置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
禁止在城市快速路、主干道、主要的次干道；
车行道宽度小于 7 米的道路（单行道除外）；距离
公共汽车站台、急救站、消防栓等公共设施 30 米
以内的路段等道路上设置道路临时停车泊位。
进入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的车辆，应当按照顺行方
向依次停放。

经营性停车场的经营者应当在办理完商事登记
手续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辖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办理备案手续，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的，由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机动车停车场经营者未按
照备案的场地范围和地点经营；未在停车场出入口的
显著位置明示统一的停车场标志牌、标价牌、投诉监
督电话和停车场管理制度；没有做到场内交通标志、
标线清晰、完整、规范，保持场地整洁，消防通道畅通，
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本报记者 张勇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分别实行市场调节价、政
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管理。机动车停车场经营者在
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时，应当向机动车辆停放者出
具由税务部门监制的统一发票。停车场经营者不按
规定开具统一发票的，停车者可以拒付停车费。

买卖名酒，就到滇池路金钱葵，放心！

金钱葵杨总经理

金钱葵杨辉总经理在这个行业近 20
年，过眼过手了无数瓶酒，练就了一手看
酒辨真伪的本事。笔者曾见识杨总仅凭
借一支手电判断出一瓶茅台的真假并当
众拒绝回收，而且理由充分，与真酒对比
后的结果让人信服。
杨总曾说，一旦收了一瓶假酒，就会
有无数的假酒找上门来，所以每一瓶都
必须认认真真地鉴别，保证每一次收进

来的、每一瓶卖出去的都货真价实。
金钱葵识好酒、收真酒、卖真酒，这
是公司的经营之本，也是吸引越来越多
的市民慕名而来的原因！要卖酒就去滇
池路金钱葵；要买名酒，同样选择金钱
葵，就图一个放心！
为了方便市民，金钱葵还提供上门
服务，只须一个电话，不论是要买还是要
卖都轻松搞定。

本公司长期高价回收 1953 年到 2019 年的各种名酒、
冬虫夏草，
提供免费上门收购、
鉴定服务，
量大价更高。
销售茅台、
五粮液、
国窖 1573 等各种名酒，
郑重承诺保证正品！
广告

本周特价酒
2010 年以前出品

五粮液

1100 元/瓶
每日备货 10 瓶先到先得
独特的生产原料、生产工艺和生态
环境，使五粮液酒具有了“香气悠
久、
味醇厚、
入口甘美、
入喉净爽、
各
味谐调、恰到好处、酒味全面”的独
特风格，
是酒类产品中的经典之作。

昆明一店：滇池路蓝山数码国际公寓 3 幢 9 号商铺(青少年活动中心斜对面) 乘坐 160、44、73、89、91、93、106、120、152、K25、Z13、A1、Z12 路到老年活动中心站
昆明二店：滇池路德宏酒店一楼大堂（省人大对面） 乘坐 44、73、89、91、93、106、120、152、160、A1、K25、Z12、Z13、Z72 路到金牛小区站
特别提醒：
我公司仅在蓝天数码、
德宏酒店、
福景路开设门店，
绝无其他分店，
敬请消费者区分
杨总 24 小时咨询服务电话：
13888 311919、13888 25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