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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投资
!

亿元

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记者王勇"为了保
持三亚一流的生态环境! 三亚今年计划投资

!

亿元建设
""

个污水处理项目!完善三亚湾"红
塘湾"创意新城等区域的污水处理设施#

今年建设的
""

个污水处理项目中!续建
和改造的有

!

个!分别是市区污水管网改造"

三亚湾新城污水处理厂"海棠湾污水处理一"

二厂" 红沙污水处理厂二级改造及中水回用
系统以及市区内的污水管道维修$

随着三亚城区的发展! 三亚市区污水管
网需要不断改造! 而一些年代久远的污水管
道也要进行维修$ 三亚市今年将重点改造港
务局%月川"榕根和金鸡岭至荔枝沟路段的污
水管!管线总长

#$

公里$

新建的污水处理项目主要是满足新城
区"新开发区的开发建设需要$今年将投资二
千万元建设荔枝沟落笔洞区污水处理厂!建
成后日污水处理规模将达到

%&'

万吨! 可以
满足该片区生产"生活需要&创意新城将建三
级污水处理厂

"

座!收集污水泵站
$

座!日处
理污水量

$

万吨& 红塘湾今年也将开建一个
日处理污水量

(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 配备一
批厂房%办公楼和污水处理设备&田独也将建
设一个日处理污水量

)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

以满足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开发需要$

为了节约水电资源! 今年三亚还将建设
市区污水处理中水回用工程和亚龙湾冰蓄冷
区域供冷站示范项目$

市民开出治交通顽疾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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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减少迎宾路上的开叉口!杜绝随意调
头(%'将解放路进行拓宽! 缓解人流车流
的压力 (%'部分路段的交通标识线不清
楚!应重新划线())在三亚市交警支队
今天召开的座谈会上!数十位新三亚市民
纷纷支招!研讨解决交通乱象问题#

来到三亚居住的时间只有
!

年!对三
亚全市的交通状况!

*+

岁的陈洪芝老人了
如指掌# 他为缓解目前的三亚市城市交
通!开出了数个'药方(*一是市区内禁行
摩托车和小三轮车&二是每天早上

*

时至
晚上

(,

时!大货车不允许进市区&三是将

长途汽车站迁出解放路&四是调整公交站
点!拉长站间距$

目前!三亚市区交通压力最大的是解
放路$ 陈洪芝建议拓宽解放路的机动车
道!缓解人流车流的压力$ 同时!陈洪芝还
呼吁交警部门! 借鉴苏州的城市管理经
验! 让每一个市民都做交通违法的监督

者!形成'全体市民做交警(的氛围!从而
解决精力不足的现状$

陈洪芝老人的想法固然大胆! 其他新
市民的提法也是让人精神一振$ 一位在三
亚服役的驻地军官认为*在迎宾路上!有不
少开叉口!但是没有明显的标识!给行驶的
车辆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他们建议减少开

口!给交通主干道一个顺畅的行车条件$

来自黑龙江的一位候鸟老人提出*在
交通的高峰期! 在人流车流繁忙的路段!

我们经常看不到交警的身影$ '我们一方
面在改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同时!我们还应
该加强交通秩序的整治!需要一支精干的
队伍对城市进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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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交警警力严重不足"

亟需建交通监控中心

本报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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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记者郭景水"

如何治理三亚交通长期存在的乱象+ 三亚
市交警支队支队长徐冰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正在向市政府建议多部门共同推进城
区的交通管理$

目前!三亚市现有道路
(!,

条!总里程
"$,,

多公里! 机动车拥有量在
-

万辆以
上!加上外地车辆!每天在三亚市区行使的
车辆远远超过

",

万辆$

警力不足是三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
题$ 三亚市交警支队目前只有

--

名民警!

但用于路面的交通勤务警力只有
$-

人$按
民警管理道路里程计算! 每位民警管控道
路里程为

$.

公里$

三亚市交警支队提议建立交警部门参
与城市道路的规划"设计"审批"验收工作
机制$ 建立这项工作机制之后! 三亚交警
就会省去很多的新建道路前期管理成本$

'同时建议增加辅助管理交通的力量!增加
交通协管员$ (徐冰表示$

其次! 三亚市交警支队建议建立交通
监控中心$ 徐冰表示! 这样一来就可以把
大量的警力从路口和繁重低效的劳动中解
脱出来!投入到最需要警力"最需要解决的
交通管理之中$'这样一方面缓解交警警力
不足的压力! 另一方面可推动市区道路管
理水平的提高$ (

在优化路网结构方面!徐冰表示!可参
考如下方案* 一是在河西区建设一条交通
主干道!缓解解放路交通压力!解决市区道
路交通拥堵的问题! 确保进出市区的交通
畅通&二是结合新风桥改造!建立新风路立
交工程& 三是积极研究并在月川桥中行路
口"月川转盘"田独转盘等主要交通路口!

建立半地下嵌入式交叉立体交通! 解决这
些路口长期存在的交通堵塞现象$

交警支队还建议! 调整市区部分公交
线路!减轻解放路"新风路的交通压力$ 同
时尽快对公交停车港湾进行规划和改造!

加快公共停车设施的规划建设! 建议在城
区解放路"新风路建地下人行通道$

在加强治理方面!徐冰表示 !三亚应
逐步推行市区道路的'禁摩(工作!坚决打
击和查扣在市区道路行使的报废" 套牌"

无证摩托车!禁止异地和乡镇号牌的摩托
车进入市区行使!禁止人力三轮车在市区
道路行使$

三亚城市交通陷入#治理!反弹!治理$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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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景水 吴钟斌

全市没有公共停车场!城区没有过街
天桥和地下通道!交通设施严重滞后))

当前城区交通问题! 成了三亚顽疾之一$

面对市民和游客的抱怨!三亚曾进行过数
次大力整治!但还是逃不出 '治理,,,反
弹,,,再治理,,,再反弹(的怪圈$

堵车现象日益严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三亚的城市
交通开始成为市民和游客抱怨的对象$

市民和游客的抱怨!其'火力点(相对
集中$ 首先就是市区部分路段一到高峰
期!堵车现象严重$ 诸如新风桥转盘"鹿岭
路和榆亚大道交叉口!在早上"傍晚经常
是车流量较大!行车速度缓慢&其次!就是
解放路人行道上经常有机动车占道!公交
车不进站就开始上下乘客&还有就是部分
路段的交通标识线不清楚!机动车没办法
'按线行使($

市民和游客的不满!通过各种渠道进
行反映$ 一些市民向报社反映!甚至投书
市政府!反映三亚的城市交通现状!呼吁
解决城市的交通难题$

交通设施严重不足

在进行了详细的调研之后!三亚市交
警支队认为!目前三亚城市的交通顽疾主

要表现在*停车位严重不足!主要路段行
车执行混乱! 行人的过街设施严重不足!

等等$

三亚市区截至目前尚没有一个公共
固定的停车场$ 根据三亚市交警支队的测
算! 目前三亚市区的日车流量是

-,,,

车
辆次! 全市应该设置至少

'!,,

个停车泊
位$ 而实际上目前市区只规划了

(,,

个多
个小型车临时停车泊位$ 不得已!乱停乱

放成为普遍现象$

三亚市区商业网点集中的解放路"新风
路等路段!车辆的通行秩序乱$ 在相当多路
段!尚没有规划非机动车道!人车混行!占道
行使$ 行人进入车行道的情况比较多$

行人的过街设施不足$ 目前三亚市区
全部是平面过街! 没有其他的辅助方式$

在解放路等路段!每次红灯就会集结大批
的行人! 不让横过马路就绕行翻越栏杆!

甚至横穿马路$

公交线路重复率高!停车港湾小$ 三
亚的城市公交大都经过解放路!全市

/,0

以上的公交线路都途经解放路!本来车流
量较大的解放路更是车满为患$ 此外!每
个公交站牌前的停车港湾只有

1

,

(

辆车
的位置$ 于是!当多辆公交车一起进站时!

部分公交车只能在站外上下乘客$

治理交通乱象需要新机制

面对交通顽疾!以及市民和游客的呼
声!最近二三年!三亚市曾进行过数次规
模较大的整治!但乱象依旧$

去年前
""

个月!三亚市交警支队共查
扣了

"!.$(

辆车! 实施简易处罚
"$,$-(

起$ 但三亚市交警支队支队长徐冰坦言*在
查处交通违法方面!力度每年都在加大!但
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他说!除了
管理上的不足之外!人"车"路之间的矛盾
是造成交通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

对于如何解决上述难题!三亚市交警
支队认为*三亚市要实行交警部门参与城
市道路的规划"设计"审批"验收的工作机
制&优化路网结构!推广立体交通!解决交
通通行的瓶颈& 建立交通监控指挥中心!

推进信息化交通智能建设&逐步推行市区
道路'禁摩(工作&加快停车设施的规划建
设工作$ %本报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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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记者站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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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市迎宾大道"个别市民不按交通指示灯通行' 本报记者 程范淦 摄

蓝天大海映新人
%

月
%$

日" 十多对新人来到三亚湾"拍

摄春天景色婚纱照' 春天的三亚" 天空是如

此之蔚蓝"大海显得更加多情而迷人"因此吸

引着无数新人涌到三亚来拍婚照'

特约记者 孙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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