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经消防安全检查

澄迈一足浴店
擅自营业挨罚

滨贸路口要文华路口要世贸西路口要炬台路口

滨涯路口要金濂路口要南海大道路口

金牛路口要金盘夜市人行过街要金星路口要海南日报
人行过街要坡巷路口

南航天桥路口要万华路口要大英山西三路口

民声西路口要红棉西路口

上邦百汇城人行过街要海秀中路渊东北人冤

龙华路口要义龙西路桥人行过街要南大桥底人行过街

荣泰掉头口要昌茂花园人行过街要海德路口要广昌花
苑人行过街

城西路口要省高院人行过街要凤翔西路口要椰海大道
路口

秀英大道路口要金鼎路口要美华路口要丘海大道路口

海垦路口要金牛路口要南涉路口要豪苑路口要华庭
路口

秀英大道路口要金福路口

金地路口要东沙路口要海德路口要光辉电影大厦人
行过街

金宇路口要农业银行人行过街

滨涯路口要金濂路口要南海大道路口

金盘坡巷路口要城西苍峄路口要城西学院路口

金宇路口要海秀中路口要金龙路口要国贸路口

红城湖路口要琼山中学人行过街要文庄天桥路口要
高登东路口

棕榈泉人行过街要秀华路口

滨涯路口要中国有线基地人行过街要南海大道

白水塘路口要椰海大道路口

海大东门人行过街要人民五路口要海岸路人行过街

海甸二路口要海甸三路口要海甸四路口

海甸五西路要万兴路口要碧海大道路口

秀美大道路口要十四中人行过街

秀华路口要海玻市场人行过街要美俗路口

中央大道路口要海马一路要苍峄路口要学院路口要
山高横路口

白云路口要长信路口要滨海大道路口

龙华路口要钟搂人行过街要水巷口人行过街要好声音
人行过街

紫园路口要美林路要蓝海路口要长怡新村路口

红城湖路口要新城路口

琼山二小人行过街要高登西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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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路

金盘路

蓝天路

丽晶路

龙华西路

龙昆北路

龙昆南路北段

龙昆南路南段

美俗路

南海大道

南海大道

南沙路

南沙路

南沙路

坡巷路尧城西路

侨中路尧玉沙路

琼州大道

丘海大道

丘海大道

丘海大道

人民大道北段

人民大道南段

世纪大道

秀华路

秀英大道

椰海大道中段

永万路

长堤路

长天路

朱云路

朱云路

日前袁海口交警部门在海口长堤路
水巷口至滨海大道泰华路口也设置了
野绿波带冶袁 目的是为了能提高长堤路尧
滨海大道的车流通行效率袁缓解城市交
通拥堵遥 而这条路段所设置的 野绿波
带冶袁 也是交警信号控制干线协调战略
的计划之一遥 3月 10日下午袁记者驾车
来到海口长堤路袁体验这个野绿波带冶袁
16时 23分袁 记者在长堤路水巷口附近
的信号灯前等候袁待绿灯亮起后袁记者
一路直行袁车速基本控制在 40-50km/h
之间袁从长堤路一路直行至滨海大道与
玉兰路口后方才遇到第一个信号灯袁整
段路程约 3.5公里袁用时 9分钟左右袁期
间在海口长堤路钟楼行车稍缓遥 原来需
要用时 15分钟的车程袁 现在快了近一
倍遥 16时 39分袁记者从玉兰路折返回长
堤路水巷口袁整个车程耗时约 17分钟袁
中途在龙华路交叉口等候了一个灯次遥
据了解袁野绿波带冶也叫绿路协调控

制袁是通过设置路口间的绿灯启动相位
差袁实现减少停车次数袁缩短旅行时间袁
使道路整体交通效益最优的目的遥 通俗
来讲袁就是对路口间的红绿灯设置时间
差袁使得绿灯出发去到下一个路口也能
遇到绿灯遥

记者随机对 6名驾驶员进行了采
访袁 驾驶员均表示等信号灯的几率小
了袁而且行车过程也相对顺畅遥 野我每天
都会从长堤路开车去国贸上班袁以前一
趟至少都要 20分钟袁如果遇到晚高峰袁
没有 40分钟都到不了遥 冶驾驶员黄先生
说袁近几日驾车感觉很顺畅袁原来是交
警对路段进行了优化遥 野感觉很不错袁开
车最不喜欢的就是走走停停袁现在顺畅
极了遥 冶

据悉袁截至目前袁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已在全市初步制定了 24段干线
协调控制袁其中已完成 12段尧部分完成
7段尧方案调试中 5段遥有效的提升了交
通干线的通行能力和通行效率袁降低了
行车延误遥

海口今年将在 44条道路建设 65条野绿波带冶

“绿波带”上线 司机行车很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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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中山派
出所值班民警赶赴现场袁 发现该孩
子疑似聋哑儿童遥 当时天下着雨袁
在询问附近居民无果的情况下袁民
警将孩子带回派出所袁 并上报 110
指挥中心全城发布寻人启事遥

中午 12时 30分许袁走失孩子
的父母得知消息袁前往派出所认领
孩子遥 经过身份核实袁确认是走失
孩子父母袁遂将孩子交与父母遥

据了解袁该名走失儿童名叫林
某恩袁海南定安人遥 林某恩的父亲
当天上午带着孩子到省医院就诊袁
期间父亲与人交流袁一时疏忽没有
注意孩子离开遥 幸亏市民及时报
警袁才避免发生更严重的后果遥 在
派出所袁 林某恩的父亲非常激动袁
一直紧紧握着民警的手表达自己
的谢意袁并表示以后一定会好好看
着孩子袁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遥

7岁聋哑儿童走失
民警帮其找到家人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张萌 摄影报道冤2
月 17日中午袁 屯昌县南坤尧中
坤派出所接到辖区车队居民
陈某鹏报警袁称其儿子陈某文
渊男袁现年 7岁冤在家门口玩耍
时走失遥 接警后袁民警与陈某
鹏详细了解其儿子走失时的
衣着尧体貌特征及儿童的丢失
详细经过后袁确定儿童不会走
远袁 并在丢失现场周围寻找遥
由于其家住南坤镇农贸市场
附近袁街上人员密集尧车流如
注袁为避免走失儿童被拐骗或
发生其他意外情况袁民警迅速
对周边地段开展步巡车巡结
合查找遥
经民警详细在周边询问时

从一群众口中得知袁其看到一
名儿童与民警描述的差不多袁
在王某家玩耍袁得到这条重要
的线索后袁民警迅速驱车到王
某家袁并找到该儿童遥 随后将

该名儿童安全送回其家属手
中遥 陈某鹏连声向民警道谢袁
并表示今后将加强对孩子的看
管袁坚决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
发生遥

急！男童门口玩耍走失
赞！民警快速将其找回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特约
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馨冤 3
月 10日袁 商报记者从海口交
警支队获悉袁为了进一步提升

交通信号控制水平袁充分发挥协调控制
技术的作用袁根据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叶交通信号全面提升工作方案曳袁海口
交警支队组织技术人员对全海口市主尧
次干道进行了梳理袁 计划从 3月份开
始袁利用 3-5个月的时间渊其中前 3个
月用于制定协调控制方案袁后 2个月用
于巩固优化方案冤袁在全市 44条主次干
道袁建设 65条干线协调控制路段袁初步
建成信号控制干线协调战略控制体系遥

65条干线协调控制路段

琼山大道路口要江东三路口

白沙转盘路口要二十九小人行过街要板桥横路人行过
街要文明东路口要青年路口

白龙新村路口要琼苑宾馆路口

泰华路口要新港天桥路口要水产码头人行过街

假日海滩人行过街要长彤路口要长天路口要长怡路口

长秀路口要永万路口要金滩北路口

丘海大道路口要文华路口要世贸北路口要明珠路口

海港路口要秀英港码头人行过街要港集路口

友谊路口要海垦路口要农垦中学路口要金牛路口要南
沙路口

一中转盘路口要十一小人行过街

省技工学校人行过街要振兴路口

中山南路口要禧福源酒店人行过街

琼州大道路口要椰博路口

富源园人行过街要大园路口要凤翔桥下桥处人行过街

兴丹路口要河口路人行过街

龙昆北路口要国贸大厦掉头口要国贸一横路口要玉沙
路口要国贸三横路口

兴丹路人行过街要美苑路口一美祥路口

大英山西四路口要大英山西三路口要五指山南路口

昌茂花园学校人行过街要龙昆南路口

怡心路人行过街要荟尚桥人行过街要人民五路口要海
达路口要和平五路要宝阳花园人行过街

三角池路口要和平天桥路口要军区二所人行过街

塔光市场人行过街要军宏花园人行过街要汽车东站路口

琼剧院人行过街要高检路口要白龙南海府一横路

秀垦路口要农垦总局人行过街要金岭路口

滨涯路口要三叶路口要南海大道路口

滨海大道路口要丘海一横路路口要海秀西路口

明阳酒店人行过街要彩虹天桥路口

滨贸路口要世贸南路口要海垦天桥路口要军区路口要
南庄路口要侨中路口

海甸二路口要海甸三路口要海甸四路口

省中医院人行过街要文明天桥路口要六和大厦人行过
街要和平南横巷人行过街

环湖路口要朱云路口要建国一横路口

东沙路口要金地路口要金园路口要金牛路口要农垦中
学路口

半山花园路口要万利隆路口要金州路口要玉沙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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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驹大道

白龙北路

白龙南路

滨海大道东段

滨海大道西段

演海大道西段

滨海大道中段

滨海大道中段

滨涯路

大同路

大园路

凤翔东路

凤翔东路

凤翔西路

高登东路

国贸路

国兴大道东段

国兴大道西段

海德路

海甸五路

海府路北段

海府路南段

海府路中段

海垦路口北段

海垦路南段

海巷路

海秀东路

海秀中段

和平大道

和平路

红城湖路

金垦路

金龙路

部分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

调整中

调整中

调整中

部分完成

部分完成

部升完成

完成

完成

部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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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部分完成

调整中

完成

部分完成

调整中

完成

部分完成

完成

完成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张萌 摄影报道冤 3
月 9日上午 11时许袁海口一市
民在龙华区解放路东方广场门
口处发现一名 7 岁左右的孩
子袁身边无大人陪同袁非常像走
失儿童遥 于是袁该市民上前询问
孩子情况袁发现孩子没有反应袁
便拨打电话报警遥

荨民警与走失儿童的家人

银民警与走失儿童的家人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 实习记者 许振统 通讯
员 陈焕林冤野都怪我平时不注重对消
防法律法规尧 消防安全知识的学习袁
才造成今天这样的后果啊冶袁近日袁澄
迈老城开发区一足浴会所负责人朱
某在收到澄迈消防大队罚单时懊悔
的说道遥
日前袁消防监督人员发现袁澄迈老

城开发区三生足浴会所未经消防安全
检查擅自投入使用尧营业袁涉嫌违反了
叶消防法曳的相关规定遥经查袁该足浴店
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袁 一旦发生火灾事
故袁后果不堪设想遥消防执法人员按照
法定程序袁根据叶消防法曳的规定袁给予
该足浴店责令停产停业袁 并处罚款 3
万元的处罚遥
执法人员问及为何没有及时办理

开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手续时袁 负责人
表示袁由于想尽早开业盈利袁便起了边
办理手续边营业的念头遥同时袁要求该
单位尽快补办补齐相关消防手续袁在
完成消防安全检查和验收后再营业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