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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了吗钥 提了多少钥 快看看海口公交专用道 10 天野使用数据冶

49条公交线路车辆平均提速1.78%
商报全媒体讯 (椰
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
辉) 近日袁海口公交集团
对 公 交 专 用 道 开 通 10
天来的线路运营数据梳
理袁经对比分析袁途经公
交 专 用 道 公 交 线 路 49
条袁 占全市公交线路
35.5%袁平均运营时速由
原来的 21.3 公里/时袁提
高 至 21.68 公里/小 时 袁
提速 1.78%袁其中公交专
用 道 路 段 提 升 至 21.95
公里/时袁提速 3.1%遥 提
速较明显的为 21 路袁该
线路途经专用道平均时
速由原来的 24.17 公里/
时袁 提升至 30.39 公里/
时袁提速 25.7%袁大幅缩
短了市民乘候车时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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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袁海甸五西路(人民大道甸昆路)尧甸昆路尧世纪大桥尧龙昆北
路(南大桥路段除外)尧龙昆南路(南
大桥路段除外)尧 南 海 大道 (龙 昆 南
路至城西站路口) 等 6 个公交专用
道示范段袁 途经有 10 路尧18 路尧19
路尧20 路等 49 条公交线路袁线路单
程核定运营总里程 1072.61 公里袁平
均每条公交线路单程 21.89 公里曰其
中专用道里程 154 公里袁 平均每条
公交线路途经公交专用道里程为
3.1 公里遥
以 21 路渊白沙门公园要美兰机
场冤为例袁该线路贯穿海甸五西路尧甸
昆路尧世纪大桥尧龙昆北路尧龙昆南路
等 5 个公交专用道示范段袁单程运营
里程 32 公里袁 其中公交专用道路段
9.7 公里袁 占线路里程 30.31%遥 经测
算袁专用道启用后袁线路单程运营时
间由 74.51 分钟减少至 55.36 分钟袁
节省 19.15 分钟袁 专用道路段时速由
原 来 的 24.17 公 里/小 时 袁 提 升 至
30.39 公里/时袁提速达 25.7%袁有效确
保市民公交高效出行遥
据了解袁 海口公交专用道虽有 6
条示范路段袁 但大部分为局部小段袁
除去红绿灯处的不连续和过渡段袁公
交专用道为断层式袁仅能覆盖部分公
交线路的局部路段袁平均途经公交专

用道里程仅为 3.1 公里袁未形成网络袁
且灯权尚未优先袁公交专用道的通行
效能尚未全部发挥出来遥 根据数据分
析袁 途经公交专用道的 49 条公交线
路车辆平均运营时速提升 3.1%袁虽略
有提升袁但未达到预期遥 因为 49 条公
交线路大部分经过海甸岛人民大道尧
海秀路尧滨海大道尧长堤路尧白龙南
路尧南海大道等主干道袁早晚高峰期
这些路段本身拥堵严重袁稀释和弱化
了线路整体提升的运行效率遥 如果公
交专用道能扩展延伸形成 野井字型冶
专用道路网结构袁纵横连接交汇袁上尧
下游通畅袁 既能为市民换乘提供便
捷袁又能大幅提高公交通行效率和承
运能力遥
据介绍袁下一步袁海口公交集团
将持续加强驾驶员宣贯和教育培训
力度袁 加大途经公交专用道公交线
路早尧晚高峰的发班密度袁最大限度
发挥公交专用道通行效率袁 进一步
提高公交线路车辆承运能力袁 满足
市民公交出行需求遥 一旦发现公交
司机不全天候按公交专用道行驶袁
将根据 叶公交驾驶员违规违章处罚
办法曳袁给予驾驶员停岗并调离本线
路处理袁 海口公交集团欢迎广大市
民乘客监督支持袁 共同提升公共交
通出行的满意度和获得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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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非法载客16人
司机被罚 2000 元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吴平 通讯员 陈萌冤
7 月 10日东方交警大队在国省
道开展野逢十冶整治统一行动
中袁 一辆封闭式货车非法载客
16 人被交警查获遥
7 月 10 日 16 时 28 分左右 袁驾驶
员邓某驾驶一辆车牌号为桂 A68A87
的轻型封闭式货车从东方市大田镇零
公里三叉路口往三月三广场方向行
驶袁 当行驶至 225 国道 243 公里处被
市交警大队执勤队员拦下袁例行检查遥
检查时袁发现货车驾驶人说话紧张袁遮
遮掩掩遥 执勤队员察觉货车有疑点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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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驾驶人打开货厢检查遥 当货厢打开
时袁货车货厢为全封闭袁经仔细核实该
车货厢里足足装载了 16 人袁全部是务
工去摘香蕉的人员遥 驾驶员邓某为了
牟取利益袁 将货运的轻型封闭式货车
用于载客袁违法行为严重遥
目前袁 已暂扣了邓某的驾驶证和
货车袁并罚款 2000 元袁扣 6 分遥

海南“百佳汇”不思悔改
经营过期食品再次被罚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冤 7 月 11 日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三 亚 市市 场 监 管局 了 解
到袁 海南百佳汇商贸有限公司再一
次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袁被罚款 1
万元遥
海南百佳汇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地
址是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河西路 76
号在水一方公寓 401 房袁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681189290J袁在从事食品经营

活动中袁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遥 7 月 9
日袁三亚市市场监管局依法给予海南百
佳汇商贸有限公司没收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 1 瓶渊共计 80 克冤尧没收违法所得
70 元尧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遥
记者另从海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
罚案件信息公开网了解到袁 海南百佳
汇商贸有限公司自 2015 年以来已被
处罚 4 次袁 其中 2 次因为经营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被处罚遥

海口交警为您解读院何为野公交专用道冶 不允许其他车辆占用

途经车辆可临时借用“过渡段”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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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玲冤公交专用车道是指专门为公交车设置的独立
路权车道袁属于城市交通网络建设配套基础设施遥 公交专用车道线由黄色虚线及白色文字组成袁表示除公交车外袁其他车辆及行人不
得进入该车道遥 公交车专用道的设置体现的是一种公共利益和公共意识袁倡导市民选择绿色低碳出行的理念遥

此次在海口海甸五西路(人
民大道-甸昆路冤尧甸昆路尧世纪
大桥尧龙昆北路渊南大桥路段除
外冤尧龙昆南路渊南大桥路段除
外冤尧南海大道渊龙昆南路至城西
站路口冤设置的六条公交专用道
均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施划袁公交
专用道线由黄色虚线及白色文
字组成袁表示除公交车外袁其他
车辆及行人不得 进入该车道遥
黄色虚线的线段长和间隔为
400cm袁 线宽为 20cm 或 25cm遥
路段起终点须设置路面文字和
指示标牌袁路段上根据路线长度
适当增加文字和标牌遥 根据叶海
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尧海

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
公交专用道示范段管理的通告曳
对于公交专用道的使用规定院参
加运营的公交车辆尧校车优先使
用公交专用道袁 执行任务的军
渊警冤车尧消防车尧救护车尧工程救
险车可借用公交专用道通行袁不
允许其他车辆占用遥
为了解决沿途单位尧 居民
区进出交通问题袁 所有公交专
用道在临近路口及沿线开口处
均设置 野过度段冶渊黄色虚线方
框袁文字注明院野过渡段冶冤袁途经
车辆可临时借用野过渡段冶实现
变道进出袁 借道通行后应及时
驶出专用道遥

野椰城交警 APP冶
二维码

野椰城交警冶新浪
微博二维码

扫码添加椰城交警微信公众号尧
海口公安交警客户端和新浪微博二
维码袁既可了解海口公安交警最新资
讯动态袁还可享受更多便民服务遥

10 辆车乱鸣喇叭被曝光，罚款 50 元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近期袁
海口交警加强对市区内乱鸣
喇叭现象予以查处袁并对部分
乱鸣喇叭的违法车辆进行曝
光遥 此次曝光的车辆共计 10
辆袁 均在近期乱鸣喇叭被查
处袁根据叶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第
90 条尧叶海南省实施<道路交
通安全法>办法曳 第 64 第 1
款第 7 项规定袁交警部门将处
以罚款 50 元袁不记分遥

交通违法曝光栏

渊以下交通违法信息由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供冤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日期

2019/6/20
2019/6/20
2019/6/21
2019/6/21
2019/6/21
2019/6/21
2019/6/22
2019/6/22
2019/6/22
2019/6/23

机动车号牌
琼 AAY392
琼 A65H86
琼 A702AJ
琼 A1LN85
琼 AMG213
琼 A2T170
琼 A18D15
琼 AQX877
琼 A8Z632
琼 A9MW91

野椰城交警冶
微信二维码

违法行为

违法地点

乱鸣喇叭
乱鸣喇叭
乱鸣喇叭
乱鸣喇叭
乱鸣喇叭
乱鸣喇叭
乱鸣喇叭
乱鸣喇叭
乱鸣喇叭
乱鸣喇叭

秀华路人民医院
白龙南路美舍路
龙昆南凤翔路
人民大道-海大东门
秀华路人民医院
白龙南路美舍路
白龙南路美舍路
龙昆南凤翔路
白龙南路美舍路
龙昆南路-海德路交叉口

机动车发动机号尧车架号已磨损不清

重新打刻需向登记地车管所备案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柯育超冤日前袁海口市民王先生
打进国际旅游岛商报热线袁 称其的
一辆小轿车袁因年限已久袁机动车发
动机号尧车架号已磨损不清晰袁目前
需要重新打刻号码袁应如何处理钥
根据王先生的情况袁记者随后联
系并咨询了海口交警支队相关工作
人员袁据其表示袁根据公安部叶机动车
登记规定曳渊124 号令冤的相关要求袁发

动机号码尧 车辆识别代号因磨损尧锈
蚀尧事故等原因辨认不清晰或者损坏
的袁可以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备
案遥 野机动车所有人应当提交身份证
明尧机动车登记证书尧行驶证袁到登记
地车辆管理所提出申请袁车辆管理所
在受理之日起一日内袁 在发动机尧车
身或车架上打刻原发动机号码或者
原车辆识别代号袁并在机动车登记证
书上签注备案事项遥 冶该工作人员说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