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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难心事、紧急事、突发事、感人事可随时向我们倾诉和反映，我们一直在您身边！

今日在线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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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市民反映，五四西路海湖
广场附近的金阳光大厦处有一段人行
道成了断头路，导致行人无法正常通
行。

据微友“小彤”反映，五四西路道
路南侧金阳光大厦处有一段人行道成
了断头路，市民由西向东行走到这里
时，人行道消失，变成了绿化带，行人
根本无法通行，市民通行要么绕道走
上机动车道，要么就踩着绿化带走，时
间长了绿化带上被踩出了一条路。由
于大厦出入口设置了门禁系统，推婴
儿车、轮椅或骑自行车的市民绕行机
动车道后前面又被大厦设置的门禁系
统阻挡，通行很不方便。

8月12日，记者到现场看到却如大
家反映的那样，行人只能从绿化带上
通行，推着婴儿车的行人通过时格外
艰难。

就此，记者联系了海湖新区管委
会工程部的负责人，据他介绍说，这一
路段以前的规划里面是没有人行道
的，而且路边工地开发商的工程还没
有实施完工，设置临时的人行道与旁
边的环境不匹配，所以目前还没有设
置人行道的计划。目前工程部对这一
区域正在进行新的规划及可行性研
究，完善后的方案里面就会设置人行
道。

记者 建文

近日，有市民致电晚报热线反映，文成路
较长，但是马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却没有供行人
过马路的开口，想通过晚报向相关部门建议一
下，能否在文成路中间设置几处人行通道口。

市民反映

文成路附近有许多小区，张先生就居住在
恒邦紫荆城，他说，每天上下班他都要走到文
成路与五四西路口才能过马路，过马路后还要
再向北走一段路，才能走到文成路中公交站。
经常到文成路农贸市场采购的市民李女士也
认为，她每次购买完东西都要走200多米才能
过马路，感觉不太方便。

记者调查

接到市民反映后，8 月 12 日，记者来到

文成路现场查看。文成路为南北走向双向
四车道，连接 5 个路口，由于文成路沿线都
安装了道路中央隔离栏，想要过马路的市
民必须走到十字路口才可以过马路。如居
住在夏都俊园、谦和园的居民过文成路时
就需要走到海晏路口或文景街口过马路；
恒邦紫荆城、豫和园居民需要走到五四西
路口或文景街过马路；海湖星城、安泰华庭
居民需要走到五四西路口或西关大街过马
路；西城名邸、宝丰绿洲居民需要走到西关
大街、昆仑西路口过马路。记者实地走了
一圈后发现，各十字路口之间距离大约为
300 米。

部门答复

就此情况，记者采访了市公安交通管理

局五大队的工作人员，他说，他们也接到过这
类反映，主要是文成路附近居民的诉求，但他
们实地查看后发现，西城名邸东门和宝丰绿
洲西门都在文成路中间，过马路虽然有点距
离大概也就是 100 米左右，豫和园西门和恒
邦紫荆城东南门也在文成路中间，而设置道
路中间开口的最低限度是 260 米，还要每小
时过马路的人流量达到2000 人，因此这些路
口不符合开口条件，且这些路口车流量较大，
开口也会对交通造成影响，因此暂不考虑增
设人行通道口。

记者 史益竹

近日，王女士在小区内倒车时，由于未查明车后情况，
不慎将一男子的脚部压伤，男子要求王女士赔偿一周的工
资，王女士不知赔偿标准到底是多少？想通过晚报热线得
到一个明确答复。

王女士说，男子受伤后，她没有保护原始现场，而是立
即将伤者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医生诊断结果为皮肤擦
伤，无活动性出血。从片子上看，没有伤着骨头，医生说没
啥大碍，不建议住院治疗，当时她也分别向交警和保险公
司报了案。事后，交警队下达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根
据交通法十七条规定，她负有全部责任，伤者无责任。此
次事故中，伤者检查病情总共花了300多元，保险公司工
作人员说，此次事故中，因伤者没有住院治疗，保险公司只
能按门诊赔付标准进行赔偿，除报销伤者医药费外，最高
只能赔付1500元。伤者说，他的脚伤得不轻，现在还不能
下地走路，需要在家休息一周，要求王女士赔付他10天的
工资，单位也出具了证明，实际要扣除他2700多元工资，
中间差额部分应该由王女士来承担。而王女士却认为，她
的车买了保险，保险公司就应该按照伤者实际情况进行赔
偿，中间差额部分不应该由她来赔偿。

对此，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解释，这是一起典型的门诊
案件，根据保险有关规定，门诊案件除了报销药费外，按照
交通费、后期检查费和误工费三项进行赔偿，最高赔付标

准为1500元。如果伤者
不服，可向法院进行诉
讼。 记者 曙光

8月12日上午,在青海湖景区,一辆川A牌照
的车在行驶途中随意超车,由于车速较快与对向
而来的一辆陕A牌照的车撞在了一起。现在正
是旅游旺季，路上车辆较多，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按序行驶，不要随意超车，
避免事故发生。 微友 云茏88 摄

近日，有市民给本报交通热线
反映，海湖大道体育公园南侧的路
口没有施划斑马线，行人在路口不
知道该从哪里过马路，希望热线给
予关注。

据市民反映，因体育公园离景
岳公寓不远，每天有不少居民穿过
马路后到公园里休闲、健身。景岳
公寓西门附近有一个人行通道，施
划了斑马线，但是景岳公寓南门的
毛胜寺路与海湖大道的丁字路口却
没有施划斑马线，而且车辆停止线
与道路中间的绿化带边缘是平齐
的，车辆在路口等待信号灯时，行人
只能从路口中间或者停止的车辆缝
隙间穿行。据市民李先生讲，这个
路口距体育公园东门不远，每天从
这里过马路的人比较多，可是没有
斑马线行人过马路时非常困惑。市
民希望相关部门能完善路口的标
线，给行人留出能过马路的相对安
全空间。

市民反映的路口是毛胜寺路与
海湖大道丁字路口，在体育公园东
门南侧约百米的地方，路口西侧道
路上施划斑马线，而南北方向的路
口没有施划斑马线。南北方向车辆
在等候信号灯时，东西方向要过马
路的行人只能从车辆前面的路口中
间或者车辆缝隙中过马路。

就此，记者联系到了市公安交
通管理局四大队相关负责人。据介
绍，该路口以前只是供车辆掉头的
掉头口，毛胜寺路与海湖大道连通
后，这里才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由
于毛胜寺路的宽度与该路口的宽度
不匹配，因此需先对路口南北方向
的道路中心绿化带进行改造，加宽
该路口的宽度后才能在路口设置、
施划相应的交通标志、标线。

记者 晓峰

到车管所补办
张先生来电询问：他住在城东区，驾照丢了应该如

何补办？
市车管所工作人员答复：张先生需要携带一寸白底

照片 3 张，身份证原件
到车管所补办。史益竹

文成路暂不增设人行通道口

8 月 12 日早上
7 点 40 分，在力盟
商业巷公交车站，
有车辆停在公交港湾里面,害得公交车进不了港湾,只能
停在港湾外面上下乘客。 微友 老王 摄

小区内倒车伤人如何赔付小区内倒车伤人如何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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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省公路网运行监测
与应急处置中心获悉, 我省多条道路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病害整治，全幅封
闭施工。

●G109 国 道 京 拉 线 1866 公 里
900 米 1915 公里 300 米因 109 线改扩
建工程，部分路段半幅通行；2257 公
里至 2590 公里路段进行路面病害整
治全幅封闭施工，过往车辆绕行 G6
茶格高速。2203 公里 593 米至 2226
公里 332 米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封
闭至 12 月 31 日。●G213 国道策磨
线平安至赛尔龙段，50 公里 860 米至
51 公里 460 米进行路面病害整治，半
幅通行；153 公里 800 米处同仁方向
路线左侧路基掏空，便道通行；108
公里 400 米至 500 米、152 公里 480 米
至 535 米、153 公里 740 米至 820 米、
157 公里 590 米至 640 米、287 公里 85
米至 210 米路段水毁病害施工，半幅
路面通车。●G215 国道马宁线察尔
汗至格尔木段，603 公里至 645 公里，
路段路面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全幅
封闭。645 公里至 653 公里 310 米路
段 分 段 半 幅 施 工 ，半 幅 通 行 。 ●
G227 国道张孟线西宁至久治段，333
公里 570 米至 333 公里 590 米、351 公
里 230 米至 351 公里 260 米路段由于
山体滑坡导致路基下沉，路面严重
损坏，半幅通行；625 公里至 799 公里
路段进行路面病害整治施工。●
G345 国道启那线多拉麻科至杂多
段，81 公里至 83 公里 400 米长拉山
隧道路段安全隐患整治工程施工，
半幅通行。

记者 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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