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交通组织优化改造（部分）
地点 改造内容 效果

滨海立交下桥 压缩绿化带，北向南由2车道变为3车道 提高路口机动车通行能力和安全性

龙昆北路（滨海立交至国贸路段） 拆除西侧绿化带增机动车道，国贸北路交叉口设信号灯 实现右转机非通行分离

国贸路（龙昆北路至国贸一横路段） 设中央隔离护栏，设置掉头口 规范交通秩序，确保交通安全

龙昆北路与龙华路交叉口 增设两座钢架桥，设置双掉头 实现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分离

南大立交桥南桥头掉头口 取消南侧部分绿化带，设置信号灯等 提高掉头口及路段通行能力

龙昆南路与海德路交叉口 设置为“丁”字路口，增设红绿灯控制 有效分流南沙路的交通量

龙昆南路与南海大道交叉口 各进口方向增加机动车左转弯待转区 提高交叉路口机动车通行能力

龙昆南路与椰海大道交叉口 南向北增设一条车道，增加直行车道 以提高进口方向机动车通行能力

万绿园公交站 调整到非机动车道，改造为港湾式公交站台 以减少对主干道的交通干扰

滨海大道-文华路交叉口 拆除交叉口中间绿化导流岛，优化交叉口交通组织 提高交叉路口机动车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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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关平

下重拳
打通城市“七经八脉”

如何才能让车轮快起来？首要是
提供更多的道路空间。但是，海口
85%以上的就业岗位和30万辆机动车
几乎集中在老城区，道路拓宽的空间
微乎其微。

怎么办？“只能从路网结构上动刀！”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负责人表示，海
口市委、市政府在现有条件下抓住问题
的“要害”——打通32条城市断头路，搭
建起更加合理的路网结构，为城市“舒筋
活络”。

这是32块难啃的“骨头”！断头路
之所以多年打不通，就是因为前方阻力
大。多是因土地征收、房屋拆迁难度太
大、建设成本高及其他因素而搁置下来。

原来破破烂烂的高登路，西接不上
龙昆南路，东连不上滨江路，是当时府城
交通的缩影——城里窝里转，就是出不
来府城、连不上海口。高登路的贯通，障
碍是挡在前面的建行、地税等单位楼和
数栋居民楼，仅拆迁成本就上亿元。最
终经过专家数次研究，优化方案调整道

路线形，才顺利打通道路，进出府城东西
又多了两个“出口”。

类似的情形不断上演，贯通的32条
断头路总长才30公里，却犹如打通“七
经八脉”，盘活了一座城市。如侨中路
（隧道）盘活了海秀中路片区与国贸片区
交通；红城湖路延长线，联通了龙昆南、
海府路、滨江路等3条贯穿城市南北道
路；新东大道二期把新埠岛与江东组团
连成一体……

增投入
用科技补短板

龙昆南路，被喻为海口交通“大动
脉”。但是，省内外专家却难于给这条道
路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快速路，主干
道，还是次干道？都不像。从道路宽度
等规格来说，堪比快速路、主干道，但是
龙昆南路两边道路出口多、岔路多，又难
以符合快速路、主干道的要求。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既要保证
主干道通畅，又要顾及周边居民、单位的
需求。”海口市交警支队科技科科长刘郴
说，今年初，海德路口丁字路口改造，车
主就在质疑一公里4个红绿灯会不会造
成“梗阻”。结果并非如此，秘密就在“红

绿灯”。
在龙昆南路多个路口，道路地下埋

设感应控制线圈检测器、无线地磁感应
检测器，能够实时检测路口交通流状况，
为交通信号智能协调控制提供交通流
量、占有率、饱和度等数据，提升红绿灯
的智能化和精准化。“结果是多了一个红
绿灯，释放了海德路、南沙路的车流量，
但并没有给龙昆南添堵。”刘郴说。

据悉，近两年来，海口市加大对交通
管理科技投入，总投资约6000万元。建
设多处交叉路口信号灯系统、人行过街
信号灯系统、感应控制线圈检测器、无线
地磁感应检测器；建设55个交通流量采
集点和16个高清卡口以及配套的后台
软硬件系统；建设180个高清监控点及
配套的后台视频管理系统；共建设30个
灯控路口卡口型闯红灯电子警察和2个
高清卡口，以及配套后台数据管理系统；
建设5个一线路面大队分控中心；建设
交警高清指挥大厅。

“有了高清监控，司机开车打电话明
显减少！”刘郴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了司
机打电话与交通拥堵的关系，很多司机
驾车时打电话难免降低车速，就会影响
道路通行效率，特别是经过红绿灯路口
时，因打电话起步晚，就会影响后车过路

口，引起车辆滞留。

抓细节
向管理要效益

国兴大道南侧的兴丹路，市民最近
发现道路中央均装上了隔离护栏。这里
不是交通流量大的主要道路，为何增设
护栏？原来，此举并非针对汽车，而是电
动车。

“电动车随意掉头穿插，严重影响道
路秩序和车辆通行，安装上隔离护栏后，
在一段距离内设置掉头口，引导电动车
有序过街，能减少对机动车的干扰。”交
警支队设施大队大队长徐剑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

徐剑坦言，道路与车辆的供需矛盾
日渐突出，但对人、车、建筑等密度大的
主城区“动刀动斧”的空间越来越小，更
多只能是“小改小革”，采用精细化管理，
通过优化交通组织，进一步释放现有道
路的潜力。

细心的市民近年来都会注意到海口
道路上的一些小变化：滨海大道东段的
中央绿化带小了，多出了一个车道，路口
通行能力增加了；玉兰路、丽晶路等交叉
路口拆除了绿化导流岛，交叉路口拓宽

了，过街更方便了；南大立交桥南桥头调
头口车道增加了，排队时间短了；龙昆沟
架起了钢结构便桥，车辆调头与行人过
街两不误……

从一个片区的交通组织，到一个路
口的红绿灯设置，海口交通管理直指城
市道路中的“小血管”、“小神经”，特别是
主城区内的路口，原来人车争道，秩序混
乱，如今群众反映通行能力明显增加、交
通秩序明显好转。

2014年至今，海口市政府还四次请
来国内知名的交通管理专家常驻海口共
同“把脉”交通问题，还与上海建交委签
署战略合作意向书，请对方组织专业力
量，为海口交通发展和管理提供技术支
持和咨询服务。

谋长远
打造“公交都市”

“树立科学出行理念对于海口这样
一个主城区空间资源十分紧张的城市显
得尤为重要。”上海交管专家陈元高调研
海口交通状况后认为，稀缺的公共交通
资源应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发展公
共交通已经成为化解城市交通拥堵的不
二选择。

据了解，海口是全国第二批“公交
都市”创建城市。“公交都市”战略要求
优先发展城市公交，以增强公交吸引
力、方便市民出行、缓解交通拥堵为重
点，统筹协调大容量快速公交、常规公
交、出租车、慢行交通等多种公交客运
方式，加快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安
全可靠、经济适用、高效便捷的城市客
运交通体系。

海口市政府已逐步建立公共交通发
展的资金投入和补贴机制，在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公交车辆购置、智能公交系统
建设方面逐年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截至
2014年，海口公交车万人拥有量已达
11.6标台，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占到全
市公交车总数的80%。

因创建“公交都市”，海口获得国家
交通部、省交通厅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
大力支持。海口正启动建设快速公交系
统和现代有轨电车，未来将逐步形成以
轨道交通和快速公共交通（BRT）为骨
架，常规公交为主体，出租汽车和其他方
式为补充的城乡一体化绿色公共交通体
系。 （本报海口2月7日讯）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李关平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装上隔离护栏，骑车更
加安全了！”今天上午，在海口市龙昆北路，电动车
主蔡先生对记者说。据了解，海口市政府正在实
施道路机非隔离护栏（一期）项目，73条道路上增
设机非隔离护栏近30公里，“腾”出一条非机动车
行驶的道路。

目前，海口市海府路等45条主干道、五指
山南路等47条次干道均设有非机动车道，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各行其道，交通秩序好，更加畅通
安全。然而，一些道路没有机非车道分离，电动
车等非机动车驶上机动车道，对交通安全构成
威胁。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交警车管一所获悉，海
口目前登记注册的电动车已经超过 40万辆。
电动车是海口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如何
保障电动车有路可走，事关市民出行便利、安
全，事关民生。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设施大队大队长
徐剑告诉记者，交警部门在一些未设非机动
车道的道路上，采取设置机非隔离护栏，或
者划设非机动车道隔离振荡标线等方式明
确通行路权；在道路宽度较窄、秩序较为混
乱的道路设计中间隔离护栏，减少非机动车
随意乱窜、机动车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
为，规范通行秩序，减少交通事故发生；还因
地制宜，在部分道路较窄，但人行道较宽且
行人较少的路段，引导非机动车道借用人行
道通行。

机非隔离护栏（一期）项目目前已经在龙昆北
路等16条道路增设了16公里的机非隔离护栏，
今年将在73条道路上增设机非隔离护栏近30公
里。对于蓝天路等31条道路没有条件增设机非
隔离护栏的路段，为保障电动车通行权利，规范电
动车行车秩序，交警部门在道路上划设隔离振荡
标线共3.3公里，设置相关标志牌120块，引导电
动车驶入引导线内。

机非隔离护栏隔离出来的非机动车道，
宽度一般要求在 2.5 米宽以上，小于 2.5 米的
原则采用施划标线区分的方式，但也留存有
极少数非机动车道宽度 1.5 米也设置了隔离
护栏的道路。

目前，海口交警通过加强路段巡逻，及时发现
并引导交通违法行为人规范交通行为。同时，交
警部门呼吁市民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遵守交通法
规，安全出行。

在73条道路上增设机非隔离护栏

海口为40万辆
电动车“腾”路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记者李关
平）2月1日至3月30日，海口市交通
港航综合执法支队严打“黑车”非法营
运、电动车违规载客、出租车异地经营
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2015年“春运”
和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海口道路运
输安全、平稳、有序。

两个月内，该支队重点打击汽车
站、美兰机场、火车站、码头等重点交
通枢纽及其周边区域私家车驻点进
行非法营运行为；打击电动自行车非
法载客行为；查处异地出租车违规经
营行为；查处出租车违规载客行为，

重点打击出租车违规拒载、议价、甩
客或绕道等行为；查处电召出租车违
规路面捡客行为；查处旅游“黑车”非
法营运行为；查处客运车辆站外揽
客、不进站经营、超员超载和坑客宰
客行为；并积极配合各相关部门查处

“黑售票点”和拉客仔拉客、甩卖等行
为。

执法队员不定时在工作日上班
前、下班后、周末、假期等时间段开
展执法行动，灵活安排工作时间打
时间差，不给违法违规经营者钻“空
档”时间。

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

重点交通枢纽严打“黑车”

2月3日，从柳州来海口打
拼十余年的周文，购买了一辆
奇瑞轿车，“今年要开车回老家
过年！”周文特别强调。

与无数家庭一样，能拥有
一辆汽车，正被人们看作生活
改善的重要标志。记者从海
口交警车管一所获悉，海口市
2004年汽车拥有量7.5万辆，
2009年18.5万辆，2014年增
至46万辆。与此同时，2014
年电动车数量也超过40万辆。

道路与车辆之间的供需
矛盾，将放慢海口的运行速
度，“疏堵保畅”正在成为这座
城市管理者的重要命题。近
年来，海口市交通管理动作不
断，一篇篇“治堵经”正在舒缓
城市道路上紧绷的“神经”。

打通32条“断头路”、建设交通流量采集系统、优化交通循环组织……

海口：治堵保畅招招实

◀上接A01版
章塘村村民劳永孝不但自家几亩田全部种
上香米，还另外租了2亩地，期待着翰林富
硒贡米也能卖出和去年一样的好价钱，“一
斤大米能卖出十几元甚至近30元的价格，
这在以前哪敢想？”正是靠种植富硒贡米，
劳永孝家里的破旧瓦房变成了新房。

富含硒元素的“象牙占”富硒香米品
质优良，可如何走出“深闺”呢？翰林镇政
府紧抓富硒特色，进行品牌打造。除给予
技术、资金支持等外，由省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所为大米“验明正身”，还投入15万
元对产品进行精心包装。2014年国庆黄
金周期间，定安翰林昌发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5500斤大米销售一空。

定安县充分发挥农产品品牌创建领
导小组作用，培育和打造了一批农业知
名品牌。2014年，定安县在全省农业品
牌创建评比中获得第三名，在中部市县
中位列第一。据定安县农业局负责人介
绍，定安县确定圣女果、富硒大米、定安
黑猪、定安鹅等八大产业为重点培育农
业品牌，特别是“定安富硒大米”通过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审查，“定安黑猪”注册
商标通过国家商标局审定，“定安鹅”正
在申请注册商标中。

“通过打造品牌促进产业升级，促进
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从而有效促进农
民增收。”定安县长符立东表示，定安将
全力推进农业集约化、经济化、设施化、
品牌化、生态化，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继

续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让产业链条长起来

在鸿琛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27
岁的甘英芳熟练地操作机器，将即食海
产品封口装箱。甘英芳来自定城镇仙沟
社区，她在工厂包吃住，每月2000多元
工资基本都能攒起来。像她一样在工厂
上班的同村姐妹，还有不少。

“2014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
均纯收入的31.6%，同比增长达22.6%，
务工收入已经成为我县农民增收的稳定
增长点。”定安县副县长莫汉博介绍说，
这得益于定安农副产品加工业的迅速发
展，以农产品深加工为关键环节的产业
链条不断拉长延伸，不仅促进农村劳动
力转移，还大大提高了农民务工收入。

随着以塔岭为中心的农副产品加工
园区、以岭口镇为中心的槟榔初加工园
区和橡胶加工园区、以龙门镇为中心的
肉联加工和富硒大米加工园区建设，定
安已成为农副产品加工产业的大县。以
此为契机，定安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不
恋家乡三分地、跳出土地拓富路”，积极
为农民工送信息、送技能、送岗位：2014
年以来，定安县共举办各类劳动技能培
训班280期，培训农民4万多人次。目
前，全县累计实现就地务工2.5万人，实
现打工收入8亿多元。

（本报定城2月7日电）

老乡富关键是有好思路

本报海口2月7日讯 （记者罗孝
平）2015第二届海南年货展暨迎春庙
会2月8日就要与广大市民见面了，年
货购买狂潮即将袭来。汇聚来自全国
各地的经销商、数万种物美价廉的特色
年货等您来选。今天，记者提前探班第
二届海南年货展现场了解到，参展商基
本已进场。

价廉
打折降价买就送

在本届海南年货展上，各销售商纷
纷出绝招，推出不同类型的优惠活动，
打折降价、买就赠送、抽取大奖等促销
花样竞相登场。

在澄迈特装展区，不仅可以一站式
购齐当地所有的特产，还能在展区内了
解澄迈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更
重要的是，澄迈展区还推出了扫二维码
就送特产的惠民活动。“我们还和电商
联合开展一分钱买一箱澄迈富硒地瓜

的限时秒杀活动，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幸
运。作为重头戏的互动体验活动还是
不提前透露了，希望大家都能到我们展
位逛后再揭晓。”澄迈网店协会副会长
刘鹏说。

贵州省茅台镇国泰酒业有限公司
更是狠下血本，推出“免费品尝”、“买一
送二”等促销优惠活动。

“我们的台湾特产饼绝对正宗！”来
自海口的经销商苏女士笑着说，年货展
上“买就送”的优惠活动绝对不会让大
家失望！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像这种打折促
销活动幅度都很大。“产地直销，能不便
宜吗？”卖云南特产的陈先生笑着说。

货丰
吃喝穿戴样样有

本届海南年货展上，物品繁多、品
种丰富，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应有尽
有，从食品展区到酒水展区，再到日用
品展区、工艺品展区以及小吃一条街，
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商家为百姓游客过
春节备足了年货。

食品是年货采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本届年货展上，来自天南海北的名优

小吃汇聚一堂，不仅有南方精致点心，
还有北方特色食品，触动你的味蕾。如
果你想吃干果，这里有开心果、葡萄干、
巴旦木、松子、核桃、南瓜子；如果你想
吃糕点，这里有凤梨酥、榴莲酥、各类口
味的年糕；如果你想吃风味小吃，这里
有瑞溪牛肉干、腊肉、哈尔滨红肠、鱿鱼
圈；在这里，还有海南当地的海产品等
你选购品尝。

过年肯定少不了酒来助兴，年货
展的酒水展区可是酒香四溢，有醇香
浓烈的白酒，充满异域风情的法国葡
萄酒，还有海南本地的各种知名品牌
酒。组委会工作人员小李告诉记者：

“每类特产都是从当地直接运过来的，
不少酒水厂家直销，缺货了随时调
来。”

在日用品展区，锅碗瓢盆、服装首
饰、床上用品……品种齐全。除了日用
百货，展区更有各类外国商品，如巴基
斯坦玉和玛瑙工艺品等等。

据了解，第二届海南年货展展期8
天，在海口市国兴大道海航文化广场，
从2月8日至2月15日，每天参观采购
的具体时间为9:00—21：00点。横跨
两个双休日。一个展馆逛下来，大约需
要两个小时，建议提早到场。

海南年货展今天开幕
展期8天，打折优惠不断，商品琳琅满目

车辆整治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见习记者罗清锐 记者张
谯星 通讯员符岩凌 王丹靖）海南廉政网今日发布
消息称，海口市纪委日前对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原
党委副书记朱建军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2007年至2008年，朱建军在担任海口
市燃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期间，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
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违法犯罪。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海口市纪委常委会、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讨
论决定，给予朱建军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海口市燃气集团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朱建军

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本报海口2月7日讯（见习记者罗清锐 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符寿强）海南廉政网昨日发布消息
称，昌江县纪委日前对县公安局看守所民警赵景
华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2014年6月4日，赵景华在值班过程中
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一名在押人员脱逃，其行为已
构成违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有关规定，经昌江
县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县委县政府批准，决定给
予赵景华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

因在押人员脱逃

昌江一看守所民警
被处分

海口多举措疏堵保畅，效果初显。海口国兴大道，道路通畅，车辆井然有序。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交警正在对违规车辆进行整治。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