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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改建主干道 5 年内不得开挖
海口未来道路建设公开征求建议 你有啥好建议袁赶快来提
街区化

车位
供应

引入街道和人行道
分级分类体系

修订之后的 叶海口市城
市道路(街区化)设计导则曳包
含两部分内容遥
第一部分工程袁 主要修
订了路面结构尧 排水设施和
照明设施设计要求袁 引入街
道和人行道分级分类体系遥
增加道路横断面尧交通组织尧
街道空间协调尧 停车和道路
绿化设计要求袁 增加城市道
路管养方面的相关建议遥 第
二部分道路附属设施单独成
篇袁 提供了体系化的附属设

施设计方法遥
叶导则曳适用于海口市各
级市政道路新建及改建工
程遥 在设计方面引入了街区
化的城市道路设计理念袁倡
导以人为本尧因地制宜尧道路
空间与用地空间有机融合的
建设理念遥 旨在完善和统筹
海口市城市道路建设标准袁
在街道空间规划管理层面打
破管理部门之间的条块分
割袁推动建尧管尧养一体化的
大市政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商报记者从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获悉袁为进一步提升海口市城市道路的建设品
质袁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对原 2015 年版叶海口市城
市道路设计导则曳进行修订袁编制了叶海口市城市道
路渊街区化冤设计导则曳及叶海口市城市道路附属设施
设置导则曳(以下简称叶导则曳)袁并于近日面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遥 公示期截至 6 月 20 日遥 社会各界可通过电话院
0898要68723926曰邮件院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市政府第二办
公区 15 号楼曰邮箱院2312511284@qq.com 等方式袁提出意
见和建议遥
据介绍袁该叶导则曳充分贯彻野以人为本冶的设计
思路借鉴国内外成熟的城市道路先进理念并结合
野窄马路尧密路网冶尧野海绵城市冶尧城市绿道等新时
期各种理念和研究成果从道路设计规范和附
属设施建设等方面对海口未来的道路建
设提出新的要求和标准遥

道路设计阶段根据需要
配置信息采集系统

智慧
交通

在交通组织方面袁叶导
则曳引入了智慧交通的理念袁
提出在道路初步设计阶段应
根据需要配置视检测尧 地感
知线圈检测和微波雷达检测
等道路信息采集系统袁 防止
道路建成后加配而造成的道
路反复开挖遥
在车流量较大的街道交
叉口袁 鼓励设置交通信息实
时播报屏袁 方便机动车选择
通行路线袁 缓解道路通行压
力遥 在车流量较大的道路及

交叉口袁 鼓励设置交通信号
灯智能控制系统遥 主要公交
线路宜配置智慧公交调度系
统袁形成集智能化调度尧公交
电子收费尧信息服务尧网络通
信于一体的先进的公共交通
管理系统遥 在人流集散地设
置电子地图尧 城市交通尧天
气尧 服务信息等综合性信息
服务指示设施遥 鼓励建设云
智慧停车系统以及智能停车
场袁 分时段停车位宜同步配
置智能管理设备遥

叶导则曳也对沿街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的停放提出了规范性
的要求遥 沿街停车设计应以不
影响各类交通的正常通行和保
障交通安全为前提袁 特别应保
障步行尧 自行车交通的正常通
行和安全遥 应严格控制沿街机
动车停车位的总体规模尧 以配

根据叶导则曳袁各级城市道
路掘路均应符合相关年限管理
要求袁快速路尧主干路新建尧改
建后 5 年袁 大修整治后 3 年之
内不得进行道路开挖遥 在道路
路基及路面结构修复时袁 应采
用同等或提高道路路基路面结

海口三亚儋州文昌
这四个城市入列

下足功夫治理农村污水

琼中建成296宗农村污水处理工程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
摄影报道冤 6 月 11 日袁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赴琼中县开展水污染防治执法检查袁走访了城镇尧
农村污水处理项目遥
据了解袁 琼中县已完成 296 宗农村分散式污水
处理工程的建设遥

水央村位于琼 中县 湾 岭 镇东
部袁2015 年被列入 野镇富美乡村村
庄建设项目冶袁 并在 2016 年获得了
野省级卫生村冶的称号遥走进水央村袁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静美的湖泊袁周
围环绕绿树和灌木丛袁 湖水在树林
的倒映下呈现出碧绿色袁 片片荷叶
点缀其中袁一片宜人景色遥让人很难
想到袁 这是水央村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项池袁据介绍袁它采用琼中县推广
的 PPP 污水处理模式袁 共投资 220
万元袁面积约 170 平方米袁每天可处

理 15 吨污水遥 水央村每家每户的污
水通过管道收集袁 初步处理后汇入
总管道袁进入预处理池沉淀发酵袁经
过人工湿地处理达成 1 级 A 的国
家排放标准遥
琼中县在 治 理农 村 污 水方 面
下足了功夫遥 据琼中县政府相关负
责人介绍袁 该县 重 点 采用 野PPP 模
式冶 推进水环境治理项目建设袁引
进社会资本投资 13.09 亿元袁 建设
14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尧6 个乡镇自
来水厂和 544 个 农村 分 散 式污 水

处理工程遥目前累计投资约 4.38 亿
元袁完成建设 296 宗农村分散式污
水处理工 程遥 水 央 村的污水处理
池就是其中的典型袁其处理效果也
有目共睹遥
但同时袁 地处海南生态核心区
的琼中县有野三江之源冶的美誉袁林
地分布广袁是典型的山区县尧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袁 重点治理农村
污水给该县财政带来极大负担遥
据琼中县政 府 相 关负 责 人 表
示袁因为该县大部分乡镇经济脆弱袁

该县农村污水治理项目仍需建设资
金 8.6 亿元遥
6 月 12 日袁琼中县有关部门负
责人与省人大执法检查组就水污
染防治的问题举行了汇报座谈会遥
省人大执法检查组相关负责人表
示袁琼中县可因地制宜袁灵活采取
分散式尧集中式等污水处理方式有
机结合袁来减少在污水处理中不必
要的财政支出袁从而加强污水处理
设施的维护与运营袁从而发挥更大
的效益遥

构强度曰 修复断面应与周边未
掘路断面形成整体受力袁 以恢
复道路的使用功能遥 人行道修
复时袁 除了修复时采用同等或
提高道路路基路面结构强度袁
还应保证人行道表面的平整度
和舒适性遥

城市道路应充分考虑
海绵城市建设需求

城市道路应在满足道路基
本功能的前提下达到相关规划
提出的海绵城市控制目标与指
标要求遥
对于城市外围高速尧 城市
快环以及城市内部公路袁 应充
分考虑海绵城市建设需求袁通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冤 6 月 11 日袁交通运输部
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遥 新闻发言人表
示袁今年袁交通运输部紧紧围绕群众关
切袁推出 12 件更贴近民生实事袁其中
运输服务领域占 6 件遥 目前袁这 6 件民
生实事总体进展顺利遥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注意到 袁6
件民生实事之一是实现 245 个地级以
上城市尧89 个县级城市交通一卡通互
联互通袁其中 15 个地级以上城市实现

建为主尧沿街停放为辅袁沿街停
车控制在停车总量的 15豫以内遥
沿街非机动车停车位的设
置应遵循安全便捷尧 足量供应尧
分散多点尧适当集中和方便维护
的布局原则遥当非机动车停车位
不足时袁可将沿街机动车泊位改
造为非机动车停车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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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城交通卡今年通用

一卡
刷遍
全国

沿街停车控制在
停车总量的 15%以内

过防护绿地的合理设计袁 将道
路雨水径流引入袁 并进行渗滞
和净化遥
道路人行道可采用透水铺
装袁新建区轻荷载的非机动车道
和机动车道可采用透水沥青路
面或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遥

了移动支付应用遥 今年将实现全国
260 个地级以上城市交通一卡通互联
互通遥 而在全国 260 个地级以上城市
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中袁我省海口市尧
三亚市尧儋州市尧文昌市公交入列遥
据介绍袁 乘客持带有 野交 通 联
合冶标志的交通一卡通袁可在已实现
互联互通城市的地铁和公交使用遥
乘客原有的非野交通联合冶卡袁可按
当地政策退换为交通联合 卡后实现
异地使用遥

创建旅游
标准化试点
陵水将这么干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汪德芬 通讯员 陈冰冤 为加快旅
游标准化示范地区创建工作的开展袁6
月 10 日袁陵水召开创建第四批全国旅
游标准化试点地区专班会议袁 总结现
阶段创标工作基本情况袁 部署下一阶
段创标重点工作遥
会议强调袁要对标叶全国旅游标准
化试点地区工作标准曳袁 落实工作责
任袁 协调解决旅游标准化创建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曰 需对旅游标准化有倾斜
政策的袁 及时提交旅游标准化工作方
案袁安排好专职人员做好后续服务曰同
时袁 各部门要对分管的企业进行督导
催促袁尽快落实创标实施工作遥
据了解袁目前袁陵水已完成了对 60
家试点企业进行了现场调研尧 对各成
员单位及试点企业进行精细化培训等
16 项创标主要工作遥 下一阶段袁陵水
将继续细化工作台账袁 完善创建基础
工作袁并根据创标工作要求袁推动集散
中心尧信息质询中心尧绿道尧城市公共
卫生间尧旅游厕所尧城市旅游公共信息
导向系统的整改工作曰同时袁对企业开
展各类标准的实施评定袁 督促其整改
企业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尧 完善企业自
身的标准体系建设等工作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