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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变金属 长提路护栏“换装”
海口湾畅通工程加速推进 12月 31日完成示范段景观建设

商报全媒
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魏铭纬
摄影报道 冤 当
前袁海口湾畅通
工程正加速推
进中袁示范段已
经投入使用袁漫
步在海口市长
堤路海甸溪沿
岸袁新修的小道
使人更加亲近
海甸溪袁感受它
的魅力遥细心的
市民发现 袁原
424医院至人民
桥路段的花岗
岩护栏已经被
拆除袁换上了新
的金属护栏遥

对于海口市民来说袁海甸溪是凝
结着深深情感的河流袁沿河所建的护
栏虽几经变迁袁但已成为长堤路上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遥

10月 8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
走访长堤路遥长堤路上袁从原 424医院
段开始袁 直到新港方向的花岗岩护栏
已不见踪影袁换了崭新的金属护栏遥

野十多年了袁海甸溪的护栏再次
更换袁有点不舍遥 冶居住在海甸溪旁的
蔡先生说袁这些年袁只要晚上有时间
他就沿着海甸溪岸边散步袁也见证了
海甸溪两岸的变迁遥

据了解袁以前海甸溪的沿岸护栏
还是铁做的袁在两根石柱间安装几道
铁护栏便为一格遥 据媒体报道袁当时
这种铁护栏因为有回收价值袁屡遭偷

盗袁政府每年要多支出四五十万元修
复遥 但经常是白天刚修好袁第二天又
消失得无影无踪袁这也反映出铁护栏
安装得不牢固袁监管上有漏洞遥 2007
年 1月袁为了防止铁护栏被偷盗和破
坏袁 海口市彻底改造长堤路从原 424
医院到新埠桥头全长 2600 米的护
栏袁改造后的护栏便是如今被拆除的
花岗岩护栏遥

2014年 8月袁超强台风野威马逊冶
到来之前袁长堤路从钟楼到新港方向
的花岗岩护栏曾损坏达 380米袁究其
原因是避风的渔船将缆绳栓在护栏
上所致袁其损坏程度当时媒体报道时
曾用野支离破碎冶来形容遥 没过多久袁
当时海口市排水所工人便全部将其
维修完毕遥

花岗岩护栏换成金属护栏
针对最近海口湾畅通工程把

原来的花岗岩护栏全部拆除重
建袁蔡先生表示袁花岗岩护栏被拆
掉袁有点可惜遥 野原来的护栏都是
以花岗岩为材料制成袁 如果直接
拆掉当成建筑垃圾袁就很浪费遥 冶
蔡先生说遥
据 2007年省内媒体报道称袁海

甸溪的护栏是以花岗岩为材料制
成袁高约 1米多袁每两根柱子之间

宽约 5.5米遥设计简单尧通透尧美观尧
耐用袁与周边景观相和谐袁颇具热
带海滨城市风格遥 而护栏的选材以
本地岩石为主袁不易拆除尧不易被
破坏袁 也没有太大的回收利用价
值袁因此可以长期使用遥

那么袁现在已拆除的花岗岩护
栏又如何处理了钥

10月 9日袁记者联系了海口湾
畅通工程项目经理符致锋袁他告诉

记者袁原来的花岗岩护栏已进行保
护性拆除袁并定点保存遥

针对护栏更换问题袁不少市民
也纷纷发表了看法遥 市民王女士
说袁海口湾畅通工程使海甸溪变更
美了遥 原来的花岗岩护栏显得太厚
重袁新护栏显得轻盈通透袁美感十
足遥
而王女士的观点袁在采访中获

得多数市民的赞同遥

当前袁新护栏伴随海口湾畅通
工程迅速建成遥 记者在走访中发
现袁新护栏比起花岗岩护栏更纤细
美观袁 构造简单同时也不遮挡视
野遥 新护栏顶端安装了木板袁木板
底下是电灯袁通电后更显璀璨遥 但
由于新护栏构造简单袁有的市民担
心不如花岗岩护栏坚固耐用遥

野这么细的护栏袁遇到台风会
不会撑不住钥 冶市民张先生有些担
心地说袁海甸溪多出海口袁海风容

易腐蚀金属护栏遥
据了解袁在美舍河两岸的护栏

与海甸溪的新护栏类似袁但有些护
栏已经生锈尧松动了遥 9日袁记者走
访了美舍河流芳桥到国兴东美舍
河桥袁 发现美舍河两岸护栏与海
甸溪的新护栏基本一致遥
那么袁海口湾畅通工程的新护

栏有哪些特点钥 据符致锋介绍袁新
护栏的特点是简单袁通透袁视线无
遮挡袁耐用性强遥

记者在海甸溪走访时还发现袁
在原 424医院宿舍段后方袁部分路
段没有建设新护栏袁散步到此的市
民觉得奇怪袁 为何这么长的路袁唯
独这里没有护栏钥 是还没建好钥 还
是被人为破坏钥

符致锋表示袁原 424医院宿舍
后面不装护栏袁是因为堤岸面离三
角梅种植面的高差已经达到安全
距离袁不需要安装袁还能有更好的
视野遥

记者了解到袁海口湾畅通工程
项目建设步骤分为一期先行示范
段尧二期工作和三期建设遥 在建设
步骤上袁采取示范段先行袁分期实
施的方式遥

一期启动美兰区及龙华区示
范段袁其中美兰区示范段渊海甸溪
北岸袁 恒大美丽沙天寰湾-世纪大
桥冤 约 2.154公里袁 龙华区示范段

渊海甸溪南岸袁 龙珠湾-世纪公园-
钟楼公园冤约 4.49 公里袁规划沿水
域岸线总长度约 6.644公里遥 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海口湾两岸慢行通
道贯通尧两岸防洪堤整治尧两岸道
路交通整治尧 两岸景观环境改造尧
两岸生态环境整治尧两岸配套设施
建设及城市界面整治遥

二期工作渊海甸溪北岸东起世

纪大桥尧西至横沟河曰海甸溪南岸
东起横沟河尧西至人民桥节点公园
西侧袁两岸全长约 7公里冤遥

三期建设渊分布在龙华区海口
湾区域冤内容与一期类似遥

据悉袁海口湾畅通工程项目将
于 12 月 31 日完成示范段景观建
设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郭尚冤备受关注的广东湛
江徐闻港区南山客滚船码头工程
(下称野徐闻港区冶)袁建设步伐正在
加快浴 10月 9日袁徐闻港区目前已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袁码头已全部建
设完成袁气势恢宏的野海上升明月冶
综合枢纽航站楼也已雄姿初现袁将
力争今年底前全面建成并开港试
运营遥 届时袁琼州海峡北岸的徐闻
港区和南岸的海口新海港区将并
列成为全球最大的客货滚轮渡港
口袁琼州海峡间的海上航行里程也
将由原来最长的 24海里缩短至 12

海里袁预计海上航行时间将由原来
的 2个多小时缩短为 1个小时遥

据了解袁徐闻港区集中建设有
16个 5000吨级普通客货滚装泊位
和一个 5000吨级危险品专用滚装
泊位袁配套建设防波堤尧航道尧危险
品检测站尧综合交通枢纽车辆待渡
场和恶劣天气停车场及综合服务
区等配套设施遥

目前徐闻港区已完成建设投
资超九成袁 码头已完工并通过验
收袁 综合枢纽航站楼已完成土建
和主体结构工程袁 幕墙玻璃安装
累计完成 2 万多平方米袁 高架桥

完成约 95%袁 并已进入室内精装
修及设备安装阶段袁 陆域工程等
正抓紧推进袁 此外该项目以智慧
港口为理念袁 目前也已基本完成
相关系统功能的开发袁 正在进行
调试安装遥而徐闻港区建成后袁将
实现旅客登船人性化袁 客运转机
无缝化袁车辆过检集成化袁信息管
理智能化袁构筑起跨琼州海峡的车
客货黄金通道遥

据悉袁 位于琼州海峡北岸的
徐闻南山港项目设计年吞吐能力
为车辆 320 万辆次袁旅客 1728 万
人次遥

广东徐闻港区力争年底开通
琼州海峡过海时间将缩短至 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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