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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车辆报废不划算 物业又无权处理

“僵尸车”成老小区顽疾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私人轿车拥
有量持续增长，小区内停车矛盾日益
突出。在业主的车辆中，有一类长期
占据小区道路或车位资源，处于破旧
难以继续使用的车辆，人们习惯称之
为“僵尸车”。如今，小区许多业主对
其怨言颇多，因它除占用公共资源外，
还恶化小区的生活环境。但如何处理
这些“僵尸车”，管理部门、物业和业主
都有各自考量，以至现在成为顽疾。
那 么 ，处 理“ 僵 尸 车 ”面 临 哪 些 难 题
呢？为此，本报特意调查了部分小区
的情况，希望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
一定帮助。
慧龙新城小区内的“僵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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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
“僵尸车”持续增加

我市濂溪区、开发区和浔阳区是主要城
区所在，居民小区集中，其“僵尸车”数量也
随着居民私家车保有量的增加而持续增加。
慧龙新城是个有着 10 余年历史的老小
区，在小区内业主所有或外来丢弃的各类
“僵尸车”数量逐年增长。据该小区物业经
理介绍，小区新建成时还没有“僵尸车”，但
目前估计有近 11 辆。
这只是老旧小区的一个缩影。长虹大
道边的华宝花园内，也有“僵尸车”，不过这
车不是业主的，而是原来租赁小区内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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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花园小区的物业公司对此也很头
疼。尽管“僵尸车”数量有限，但却如同顽
疾一般，始终难以处理。该物业公司的工
作人员说，车辆的产权有归属，要处理必须
联系车主，但等他们联系上车辆所属单位，
对方虽然答应处理，却一拖再拖，如今过去
好几年了，也没处理。工作人员说，想找车
辆拆解公司，但对方在没有车主同意的前
提下也不肯拖走，
结果问题还是没解决。

成功案例:湖滨小区清理 13 辆“僵尸车”

如何有效治理
“僵尸车”
，
成为市民关注
的话题。在治理
“僵尸车”
问题上，
人民路街
道湖滨社区湖滨小区的经验或许可以借鉴。
据湖滨社区主任梅芳介绍，从去年开
始，
该社区把治理
“僵尸车”
当成工作中的重
点来抓。去年 9 月底，该社区向辖区居民发
出共同治理
“僵尸车”
的呼吁。与此同时，
湖
滨社区、湖滨小区物业及业委会三方联动，
向交管部门寻求帮助，
请求拖走
“僵尸车”
。
梅芳与湖滨小区业委会副主任曹先生

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中心：

报废车辆获利不多是主因

如果自己的车辆想要正常报废，应该走
哪些流程呢？昨日，浔阳晚报记者来到九江
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中心找到总经理谢先
生。对此，谢先生表示，车主只需要将车辆
送至回收拆解中心并提供相关资料即可。
按常理说，九江市汽车报废的数量会很
庞大，负责车辆拆解回收的公司一定忙翻
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目前全市经营运
作的拆解回收中心只有一家，有两家中心在
建，其中修水的已经通过验收，只等获批即
可‘开张’。”谢先生表示，市报废汽车回收拆
解中心去年回收拆解机动车 7300 多辆，其中
包括了 3500 多辆摩托车。
那么，其他理应报废的车辆去哪儿了
呢？谢先生表示，车主获利不多，是导致“僵
尸车”产生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回收价格是
200 元/吨，
也就是说，
一辆普通轿车的残值费
约 200 元，
从市区雇拖车将报废车运到拆解中
心，费用超过百元。而在江北有人回收整车
拆解拼装后出售，
他们回收价格较高，
所以很
多车主将报废车卖到江北，还有一部分被扔
在路边成为‘僵尸车’。”谢先生表示，之所以
残值这么低，
是因为前几年废钢价格
“和萝卜
白菜一个价”，近两年废钢价格有所提升，所
以中心也在计划提高残值费。
“九江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中心在濂溪
区新港镇滨江大道大洪钢材市场内，单位
（私有）报废车辆只需要将车辆送至中心并
提供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原件，企业机构
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私有车主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报废车辆牌照和单位经办人身
份证复印件及联系电话即可，相关的车辆注
销手续由中心的工作人员办理。”谢先生表
示，如果市民对车辆报废流程有疑问，可以
拨打电话 8589500 咨询。

物业：
阻碍多，难处理

小区内的“僵尸车”不仅让业主烦恼， 询车主，却发现车主电话变更，也都查不到
也令物业公司挠头。
了，所以想要治理“僵尸车”，难度很大。他
慧龙新城小区有不少业主向物业反
们也想与社区和街道联合处理，但又面临
映，希望能将“僵尸车”挪走，一方面是占用 “僵尸车”
的产权问题，没有权力去处理。
了居民的停车位，一方面影响小区的环境，
对于这个问题，十里街道德化社区熊
还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但小区物业公
主任介绍，2017 年 11 月底社区与小区物业
司钟经理说，挪走“僵尸车”难度非常大。 已向街道、执法、交警等部门反映小区“僵
没车牌的车辆根本没办法联系到车主，有
尸车”占用停车位、影响小区环境等问题，
车牌的车辆，物业通过向交警和车管所查
希望有关部门联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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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的一家单位留下的，如今过去几年，这
长虹小区的“僵尸车”也是逐渐增加。
辆桑塔纳轿车一直趴在停车场内一动不
由于这是个开放小区，各种车辆都能随便
动。除此之外，各类两轮摩托车、电动车也
进入。仅仅在道路边目测的“僵尸车”就有
被业主弃用，而成为“僵尸车”在消耗着小
四五辆，
而几年前，
小区内只有一两辆。
区公共路面资源。
不仅如此，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经济
此外，南湖小区、昌平小区、天福花园
适用房小区里，这些年也开始出现“僵尸
等小区，
“僵尸车”也整日趴在路边，让业主
车”。在桃李苑等小区，业主就反映，小区
心里添堵。南湖小区业主胡先生说，小区
长期有车不动，影响居民生活。而在实地
了解中，浔阳晚报记者发现，这里确实存在
里“僵尸车”好几年前就出现了，业主们也
提出过意见，但一直处理不了，数量虽不 “僵尸车”。一些业主说，是这几年才出现
多，但小区本就老旧，
停车矛盾长期存在。
的，
刚住进小区时还没有发现有
“僵尸车”
。

表示，原本“僵尸车”停在小区里，并不属于
员只好与回收公司的负责人多次协商，
并与
交警部门管理范围。但由于社区多次向交
辖区派出所、小区物业及业委会 4 方联合向
警部门反映问题并求助，
交警部门的有关负
回收公司写书面文件说明情况，
回收公司终
责人同意拖走小区里的
“僵尸车”
。不过，
把
于同意接收湖滨小区内的
“僵尸车”
。
拖走的“僵尸车”放在何处成为了下一个需
随后，社区与物业、业委会发出告知并
要考虑的问题。为此，
梅芳与小区业委会的
多次张贴通知在
“僵尸车”
上。最终，
有几位
负责人又找到了有关车辆报废回收公司。 车主自行处理，
而剩下的
“僵尸车”
则由交警
据介绍，因担心回收“僵尸车”后，有关车主
拖往回收公司。据悉，
以往湖滨小区内有 13
可能前去问责，
车辆报废回收公司的负责人
辆“僵尸车”，而现在已经没有“僵尸车”了，
起初并不同意接收“僵尸车”。社区工作人 “一个老大难问题解决了。
”
梅芳高兴地说。

（吕安琳 浔阳晚报记者 余纯桃 张新红 李超铭 陈诚/文 谢雯/摄）

地址：
南湖支路 17 号

刊登热线

分类广告

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15170993505
13979214481

黄金屋商铺王
喜洋洋搬家

8229333
叉车出租 2-10t

搬公司、
搬厂、
专业搬
钢琴、
空调拆装、
起重、
长短途搬家。
搬家起步价：
150 元

空调家具拆装
吊车叉车出租13037277960

前进搬家
起步价：150

8582345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
空
调、
家具拆
装等。

小分类 大市场

招聘

吊车、
叉车出租

老字号

水电维修工若干名，
年龄 60
岁以下，
男性，
身体健康，
月
薪 3000 元，
每周休息一天。
联系人：
程经理 13507023867

证照齐全、
药品三级零售企业

地址：市一医院总院旁（八里湖）电话：13970291379金女士

宾馆转让

市三中附近宾馆（18间房），
地段好，
装饰新，
客
源足。13979218582 许，13970205045 杨
烟水亭对面临街旺铺，黄金地段
一二三层共 4000 平米招租，整
租分租均可。
联系人：
石先生 18296237944

门面出租

十里转盘，
无转让费，
208 平米
电话：
15180629428

平安普惠

8220026

专业公司
搬家搬厂
起步价：
150 元

我司招聘九江至昌北机场定制客运（7座商务车）驾
驶员6名。
具体要求：持有 C 证及以上驾照、有从业资格证、三
年内无责任交通事故、无违法犯罪记录、熟悉九江城
区道路、能迅速规划“门到门”接送旅客路线、遵规守
法、品行端正、团结合作、职业素质良好。
待遇：保底工资+各项奖励收入约 3800 元/月，试用
期2个月，一经录用，公司统一办理五险一金。
联系电话：13803569467
联系人：李先生

九龙新城大药房转让

招租

平安搬家
长途搬家

老字号

九江长运集团公司高速
客运分公司招聘启事

九龙街门面 5800 元/m2；翠湖名居
对面门面 13000 元/m2；柴桑大市
场门面 124m2，66 万元；华东市场
门面 79m2，70 万元；四码头门面
44m2，95 万元。15870869258

中国平安集团成员，
专业让贷款更简单。
最 快 当 天 放 款 3~50 万。
电话：18679257287吴
地址：中 航 中 心 606-607 室

环检、保险
运通车检 安检、
一站式服务

电话：
0792-8929666 18162121088
地址：
市汽车工业园安顺路 005 号（昌河厂旁）

张机医馆
提前发现脑梗、
脑中风，
中医治高血压、
糖
尿病、
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
13320025312

名表，名包，钻石首饰，手机
高价 黄铂金，
数码，各类奢侈品，快速变现。诚信
回收 经营。手机/微信:13007293590

刊登热线
15170993505
13979214481

九江棋院

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招收4岁以上儿童

总部：
南湖路72号（航空宾馆三楼）
一分部：
花果园小区 6-9
二分部：
莱茵美郡 4 幢 104 室
8587769 13607029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