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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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多条道路施工，部分路段有涎
流冰，注意行车安全。

●G109国道京拉线2226公里260米（原哇
玉养护工区）处修建哇玉公路超限监测站，对国
道 G109 线共和至大水桥改线段 2055 公里至
2213公里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请往返西宁车
辆 沿 G6 京 藏 高 速 共 和 至 茶 卡 行 驶 或 者
Z001632521 线（旅游专线）行驶。●G213 国道
策磨线 1327 公里 776 米至 1328 公里 083 米（红
土山隧道）国省干线公路隧道提质升级，施工期
间段交通封闭。●G215国道马宁线1700公里
500（曲麻莱县城）处自来水上路，路面全幅结
冰。●G227国道张孟线1097公里800米（班玛

县 城）因 河
水 冲 刷 ，路
基 冲 毁 ，禁

止一切车辆通行。●G310国道连共线12公里
800米至15公里600米（塔沙坡隧道）国省干线
公路隧道提质升级，施工期间交通封闭。●
G315国道西吐线925公里500米至942公里800
米（西台至一里沟）、1002公里450米至1003公
里10米（西台吉乃尔湖）路段是水毁保通路段，
注意行车安全。●G338 国道海天线 180 公里
400 米（麻当村仙米水库）处河道淤冰，河水上
路，路面易结冰，注意行车安全。2405公里108
米（距木里镇5公里处铁路桥下）道路两侧泉眼
大量渗水，致使桥下淤冰严重且厚度上涨，过往
车辆和人员绕行。●G345启那线1公里270米
（歇武）由于山体渗水，路面结冰；98 公里至 98
公里 140 米（查乃拉卡山）路段路面有涎流冰，
110公里35米至110公里65米（石佛沟）路段桥
面有涎流冰，注意行车安全。

记者 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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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住城北区大堡子镇
吴仲村的村民们致电本报交通
热线反映，去年底，他们村铺设
了供水管道，这是政府为民办的
好事，可是供水管道铺设完以后
路面一直没有恢复，出行十分不
便。

现场调查
4 月 4 日下午，记者来到现

场，看到村民们反映的巷道内，
因降雨多处坑中积水，巷道泥泞
不堪，行人根本无处下脚，过往
车辆虽然纷纷减速行驶，但还是
会溅起大量泥水，通行的摩托车
和行人纷纷避让。

村民们说，村上有700多户、
3000多口人，巷道多，一到下雨天六
七条主巷道里全是泥糊糊，出行得
穿雨鞋，否则裤脚、袜上全都是泥，
遇到车辆经过还会被溅一身泥点。

部门答复
就此，记者分别采访了城北

区自然资源局和施工单位，相
关负责人解释，因城北区吴仲
村、三其村、巴浪村、汪家寨村、
乙其寨村供水管网漏损严重，
去年城北区政府在上述 5 村范
围内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
工程，让市政管网进村入户，让
村民吃上安全水、放心水。去
年 11 月份开工，5 个村的项目
同时推进，今年 3 月 1 日复工，
可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吴仲村
个别村民担心自家房屋安全受
影响，不让挖掘机进场，影响了
整个施工进度，依据目前施工
进展情况看，该村主巷道自来
水管道已经铺设完成，次巷道
管道铺设正在进行当中，预计5
月份通水，之后再恢复路面，目
前只有先安排施工人员临时修
整坑洼路面，保证村民安全出
行。

记者 曙光 摄影报道

4月5日，有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
线反映，有一辆出租车不知什么原因从
海湖桥上掉落下来，想通过晚报了解一
下事故的原因及是否有人员受伤。

记者从微友“弼马温”发来的视
频中看到，事故发生在海湖桥，一辆
出租车侧翻在桥下，出租车车身下还
压着一段被撞断的桥面护栏，有两个
人正在查看车辆的状况，但是视频中
没有见到司机。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四大队民警
告诉记者，此次事故发生在 4 月 5 日
早上7点10分左右，当时一辆出租车
由南向北行驶，一辆私家车是由东向
北右转弯时由于双方车速过快，没有
及时采取措施导致两车相撞，出租车
掉落桥下，出租车司机未受伤，而车
内的女乘客胳膊受伤，已送往医院进
行救治。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
处理当中。 记者 史益竹

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图为吴仲村村民艰难行走的情景

近日，有市民给本报交通热线反
映，东川工业园泉景路西段，因开发
商建楼房占道几年了，如今房子建好
了，道路还是处于封闭状态，而且在
路中间还设置了道闸和门禁系统，小
区里的车辆、居民可以使用门禁卡正
常通行，而其他居民及过往车辆通行
很不方便，来往于金桥路和金汇路还
需绕行昆仑东路，要多走不少路。既
然小区已经建成了，为什么道路还在
封闭？市民想通过热线了解，泉景路
西段到底什么时候能正常通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民反映的情
况确实存在，泉景路西段的东侧设置
了道闸和门禁系统，再往西走快到金
汇路的路中间用铁皮围挡围着，围挡
中间有一个开口，可供行人通行。

就此，记者联系到了西宁经济技
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城乡建设局
工作人员。据介绍，之前他们也接到
过市民的反映，经他们了解，该路段
是在开发商红线范围内，因目前该小
区的1、3、4号楼的内部装饰等工程还
在进行当中，为防止高空坠物等安全
事故的发生，道路还不能正常开放。
另外，该小区车辆在小区内是免费停
放的，为防止外来车辆占据小区停车
位，影响小区停车秩序，所以临时在
道路中间设置了道闸、门禁等。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等整个小区的工程全
部建设完成后，泉景路西段就会正常
开放通行。

记者 晓峰

近日，有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线反映，柴达
木巷与福康一巷十字路口处，已经因车速过快
发生多起交通事故，且许多车不按地上标线方
向行驶，随意变道，希望记者予以关注。

市民反映
张先生说，他的孩子在祁连路小学上学，每

天接送孩子上下学他都很担心。因为祁连路小
学十字路口车多，且车速快，3月23日和3月24
日连续两天都出了交通事故，都是由于车速过
快直行车和转弯车来不及刹车相撞。希望相关
部门能采取措施，降低事故的发生率。

记者调查
接到市民反映后，4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现

场进行查看。福康一巷为东西走向、柴达木巷
为南北走向，两条路交会形成了十字口，该路口
距离祁连路小学不到100米。记者注意到柴达

木巷北侧为三
车道南侧为两
车道、福康一

巷为两车道，因此这个十字路口较为狭小，车流
量虽然不大，但不少车辆行驶至此处均有不遵
守交通规则的行为，有些车辆占据右转车道后
又在实线处选择左转、还有些车占据直行车道
后却右转。在现场，记者注意到，柴达木巷北侧
路西面有一些商铺，一辆牌照为青AWK822的
货车居然占据直行车道装卸货物。不久后，又
有一辆牌照为青A721A1的私家车在直行车道
停了十多分钟，造成交通不畅。

部门答复
随后，记者就此情况采访了市公安交通管

理局四大队的民警，她说，由于这个十字路口较
为狭窄他们在路边放置了提示牌，要求学校放
学期间过往车辆绕行，针对部分车辆不遵守交
通规则行驶和违停的情况他们也会不定时巡
查，此处为单行道设置有逆行抓拍，接下来他们
会上报此处的情况，采取安装减速带等措施减
少事故发生。

记者 史益竹

近日，有市民致电晚报交通热
线反映，近年来，马路上的老年代步
车数量越来越多，不光老年人驾驶
老年代步车上路，很多年轻人也驾
驶这种车上路，而这种车大部分没
有号牌，违章情况电子眼也无法处
理，希望记者予以关注。

市民反映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今年 46

岁，有 10 余年的驾龄。前不久，南
关街上有一辆老年代步车违规与其
驾驶的车辆并道，差点发生剐蹭，他
当时下车看到是一位 60 多岁的老
大爷开的老年代步车，也就没说什
么。王先生说，老年代步车没号牌，
也没保险，上路行驶到底合法不合
法？

记者调查
4月5日，记者在南关街看到两

辆老年代步车停在人行道上，车身
安装号牌处贴有老年代步车字样，
却无号牌。据记者观察，这些车外
形酷似迷你小汽车，四轮，四人座，
带倒车雷达、反光镜、转向灯等，车
轮较小底盘低。记者调查发现，老
年代步车除门店销售外，主要都是
在网上进行营销，记者从几家大的
电子商务网站上搜索发现，很多网
店都销售老年代步车，种类五花八
门，三轮、四轮一应俱全，价格从千
元到万元不等，这些车辆外观几乎
与机动车一模一样，而配置齐全的
老年代步车辆价格与小排量汽车价
格相差无几。

部门答复
对于老年代步车上路是否合

法的问题，市车管所工作人员表
示，从体积、重量等方面来看，现在
常见的老年代步车早已经超过了
非机动车的标准，但目前并没有老
年代步车相关标准出台，各地方也
都无法给予上牌，所以不能上路行
驶。老年代步车上路存在很大的
交通安全隐患，老年人反应能力较
慢，又普遍缺乏足够的安全意识，
目前也没有针对于老年代步车的
驾驶证，这类车辆又属于机动车
辆，走的是机动车道，道路上车速
都非常快，非常容易出现交通事
故，一旦出现事故，因这类车不能
购买保险，发生事故只能由驾驶人
承担，所以，在没有系统的标准之
前，各地目前都是禁止老年代步车
上路。 记者 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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