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6
月 13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以叶斑
马线野换新衣冶椰城试行野绿道冶曳
为题袁报道了海口龙昆南路海德
路交汇处新增 野绿色斑马线冶的
事情遥 报道出来当天袁海口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表示袁该路口
设置的绿色地识袁是最近对非机
动车道进行试验点试验遥

6月 27日上午袁商报记者回
访看到袁绿色地识上画上了非机
动车道标志袁绿色非机动车道已
经形成袁四条绿色非机动车道相
连接袁形成长方形遥 记者在现场
注意到袁不少电动车尧自行车驾
驶员纷纷在绿色非机动车道上
行驶车辆袁当然也有少部分驾驶
员依然在人行道斑马线上驾驶
非机动车遥

叶斑马线野换新衣冶椰城试行野绿道冶曳后续

非机动车道“穿新衣”市民纷纷体验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 ) 6月 27 日袁海
口市滨涯幼儿园正式移交龙华区人民
政府遥 标示着滨涯村配套的海口市滨
涯幼儿园正式列入龙华区公办幼儿园
序列袁真正融入了学前教育事业遥作为
海口市第一家公办幼儿园 野钥匙冶工
程袁和野一校两园冶政策的第一家园所袁
为龙华区野一校两园建设冶和其他棚改
项目教育设施配套移交工作开创了先
河袁具有历史性意义遥
据悉袁根据叶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管理的意见曳和叶海口市新建住宅
小区配套教育设施管理办法曳 的有关
规定袁 滨涯村棚户区改造时配套建设
了野海口市滨涯幼儿园冶遥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局长吴健好

介绍袁 一直以来龙华区委区政府十分
重视学前教育袁 其中滨涯幼儿园是该
区的第七家公办幼儿园袁 也是落实海
口市启动野一校两园冶工程袁第一家落
地的幼儿园遥 滨涯幼儿园的移交袁增
加了学前教育的普惠性资源袁 极大的
缓解滨涯片区幼儿野入公办园难冶尧野入
园贵冶的问题袁要努力将该园创办成棚
户区配套幼儿园的典范遥吴健好说袁下
一步龙华区将逐年增加公办幼儿园袁
并抓住棚户区改造契机袁 将配建学校
工作协同推进遥目前袁博义尧盐灶尧八灶
片区棚户区已经规划 3 家公办幼儿
园遥坡博尧坡巷尧面前坡片区规划 10家
公办幼儿园袁以此加大推进学前教育遥

海口市滨涯幼儿园负责人周琳介
绍袁该园位于海瑞后路袁建筑面积 2162
平方米袁计划 2018年秋季正式开园遥 园
内规划有 9个班级袁提供学位 270多个遥
家长们可以留意网上信息遥

海口滨涯幼儿园移交龙华区

今年秋季开园
有 270个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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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袁商报记者接报后袁乘
坐 51路车进行走访袁并来回乘坐多
辆 51路公交车袁 采访乘客和司机袁
发现部分公交车确实存在王女士所
说的问题遥

野我是一个上班族袁平日除了滴
滴就是赶公交车袁一次我乘 51路想
去一趟省图书馆袁 上车突然发现路
线图是 67路袁 然后车已经启动袁我

以为我上错车了袁 后面听车内广播
发现路线还是按照 51路的路线行
驶袁这就让乘客很混乱遥 冶乘客张先
生认为袁这是一个挺麻烦的问题袁需
要尽快解决袁 对公交车的路线图及
时更新遥

王女士告诉记者袁 她们都是在
公交车站站牌看好要去的目的地选
择相应号数的公交车乘坐袁 公交车

号数应当是和路线图相对应的遥 在
选择了 51路车上车后袁王女士却发
现车上的路线图是 45号车的路线
图袁但公交车还是按照 51路车的路
线图行驶遥
王女士还提到袁 除了公交车内

的路线图没有及时更新外袁 部分车
内的路线标是不亮的或者和实际到
站点是没有对应起来的遥

上错车？原是线路图“张冠李戴”
姻海口市民院乘公交车袁车内显示路线与实际不符姻公交部门院因临时调动车辆补充造成袁疏忽了

在采访过程中袁 一位公交车
司机告诉记者袁 这个问题他们向
公司反映过袁 这些都是之前的路
线图了袁只是没改而已袁平时还是
按照最新的路线开的遥 有的路线
标没亮可能是车子太旧或者损坏
的原因遥

野路线不配对因为公交车的老

旧损坏情况很严重袁 一辆车损坏后
拿去维修袁 需要调用别的路线多余
的车来进行暂时的补充袁 在维修结
束后再调回来袁 所以车内的路线图
没有改变遥冶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有关人员说袁 他们会注意到
这方面的疏忽遥
他还告诉记者袁 针对路线标

不亮或者在亮时与实际站点不
对应的问题袁由于路线标是由外
包公司负责安装和设置的袁除了
车辆老化和损坏的一些原因外袁
会和外包公司商量进行路标灯
的检查袁 维修和更新等工作袁会
尽快将这些情况反映到上层袁做
出调整遥

商报全媒体
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徐明锋 实
习生 黄宏丞冤 6月
27日上午袁海口市
民王女士拨打国
际旅游岛商报新
闻热线称袁她从海
口东湖前往桂林
洋袁 乘坐 51 路公
交车袁 不料上车
后袁发现车内的公
交路线图是 45 路
的袁而且路线图的
路线标也没有亮遥

市民 公交车内显示路线与实际不符，站点路线标未亮

部门 路线不对，因车辆损坏维修，临时调动车辆补充

17 岁女孩袁2018 年 6 月 26 日中午
12:30左右失联遥最后一次在袁天上人间南
门袁出走遥跪求各位亲朋好友帮忙转发遥走
丢时身穿浅蓝色连衣裙遥 白色小白鞋遥 这
是一起真实的寻人启事遥已经找了一个通
宵遥 最后监控显示是在滨江路袁从天艺酒
店门口横穿马路到了滨江路袁拜托大家有
线索联系遥
记者了解到袁 女孩名叫史晓平袁 今年

17岁袁 来自河南省林州市桂林镇西油村遥
女孩今年辍学后袁6月 11日独自来到海口
找老乡李智勇遥李智勇告诉记者袁史晓平的
爸爸和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遥 野到海口后袁
她就一直住在我家袁 平常就在我的餐饮店
里打工遥 冶李智勇告诉记者袁女孩平时性格
有点孤僻袁不爱说话遥 野我觉得孩子有点抑
郁症的表现袁一个女孩子袁在这又人生地不
熟袁也没什么其他朋友袁所以非常担心她的
安危遥 冶

野非常担心袁很着急袁不知道孩子现在
有没有危险袁 我们现在已经向滨江派出所
报案了遥冶李智勇告诉记者袁孩子于 26日中
午 12:30分从天上人间小区离开后就再无
消息遥 野她本来应该五点到店里来上班袁她
也没过来袁我就给她打电话袁开始是无法接

通袁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就关机了遥 冶
野我们查看小区监控视频发现袁孩子

离开小区后袁从天艺酒店门口横穿马路到
滨江路袁 沿着滨江路一直走到南渡江附
近袁期间还停下来买零食边走边吃遥 冶李智
勇告诉记者袁 孩子离家之前没有任何异
常袁毫无征兆遥
据了解袁史晓平身高 1.6米左右袁齐肩

短发袁失踪时身穿浅蓝色连衣裙袁白色小白
鞋袁河南口音遥 身上带少许现金遥 如提供有
效线索者袁家人表示必有重酬遥
联系方式院李智勇院18689618110曰李智

勇 爱 人 院15008022026曰 李 智 勇 同 事 院
13700485397遥

紧急寻人 17岁河南女孩海口失联
监控显示女孩最后出现在海口滨江路 海南人朋友圈野刷屏冶帮忙寻人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张萌 摄影报道冤
这两天袁一则寻人启事在海南人的朋友圈野刷屏了冶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王辉摄影报道) 6月 26日 19时袁
海口市龙华区园林局接到 12345热线
转来的关于坡巷路通宝大厦围墙外一
颗大树倒了的群众投诉袁立即派出工作
人员赶往现场进行妥善处理遥

据群众反应称袁26日傍晚坡巷路
通宝大厦围墙外一颗大树突然倒下袁
根部一头断裂翘起袁 树枝一头靠压在
了通宝小区的外墙外遥 龙华区园林局
连夜立即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查看情
况袁经过核实袁确有一棵非洲楝因树根
腐烂倒在路边遥未影响交通出行袁龙华
区园林局工作人员于当晚用警戒线做
好围挡警示工作遥昨日 8时 30分袁龙华
区园林局再次委派管养人员到现场进
行处理遥上午 11时袁龙华区园林管养人
员已将该树木运到指定消纳场进行集
中处理袁及时消除隐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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