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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讯 !记者纪燕玲 特约
记者陈世清"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交巡警支队
获悉# 为科学组织道路交通管理# 保障道路
交通更加畅通 $ 有序 # 减少交通安全隐患 #

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自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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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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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在
海口市人民大道等

"#

条道路施行汽车与摩托
车分道行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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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摩托车成为海口市交通事故的
最大&罪魁祸首'% 此次实施分道行驶的道路(

海秀中路$海秀西路#人民大道#海甸五西路#

龙昆南路#凤翔路#国兴东路#国兴西路的非机
动车道!原"使用黄色虚线重新划分为摩托车
道!左"和非机动车道!右"#途经以上道路的摩

托车必须在划分的摩托车道内行驶) 丘海大
道#新大洲大道#南沙路的非机动车道按照摩
托车$非机动车混合道路的性质使用%

海口市交巡警支队规定# 驾驶摩托车途
经以上道路时# 要按照道路交通标志$ 标线
的指示 # 选择车道 # 不得超速或占道行驶 %

非机动车途经丘海大道# 新大洲大道# 南沙
路的混合道路时要靠道路的右侧通行) 实施
摩托车分道行驶的道路两侧开口将予以缩减#

沿途单位的汽车应当按照 &右侧通行' 的相
关规定# 就近借用摩托车$ 非机动车道顺向
进出机动车道# 禁止逆向行驶%

警方表示 # 对于违反规定者 # 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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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要开车走海口龙昆南路的司机大都有这
样的感触( 如果车辆遇上第一个绿灯# 以匀
速向前行驶# 就能遇到一路绿灯% 记者今天
从海口市交巡警支队了解到# 目前海口警方
采用国内最先进的智能控制 !俗称 &绿波
带'" 将 &武装' 海口更多路口的红绿灯% 近
日# 在万绿园至滨海大道和丘海大道交叉路
口处也安装了 &绿波带'# 随着更多高科技的
采用# 在海口市区开车将更多地享受到一路
绿灯带来的乐趣%

据专家介绍# 所谓 &绿波带'# 就是在一
个区域或一条道路上实行指挥一致的信号灯
控制# 线控范围内的信号灯全部纳入交通计
算机控制系统# 使用先进的交通算法# 根据
车流量科学合理地指挥交通% 采用 &绿波带'

以后# 如车辆遇上第一个绿灯# 则线控范围
内所有信号灯全是绿灯# 整个范围内可以畅
通无阻% 由于从被控制的主干道路各交叉口
的灯色来看# 绿灯就像波浪一样向前行而形
成绿波# 所以把这种交通信号协调控制方式
称为 &绿波带' 控制%

据介绍# 从
$##%

年
*

月开始# 海口市的
海府路$ 新大洲大道$ 海秀路等

)

条路率先
安装了 &绿波带'# 随着条件成熟# 开始陆续
推广到龙昆南路等交通主干道% 交巡警部门
有关负责人提醒广大驾驶人# 海口红绿灯的
全面升级# 将大大增强道路通行能力# 但司
机须保持均速前进# 才能形成理想的绿波带%

譬如说# 司机在一个路段行驶时# 该路段规
定每小时

!#

公里的行车速度# 须得保持此速
度范围内# 否则# &绿波带' 将丧失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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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应实行购房入户

网友 &末日戒备' 询问海南限
制户口主要目的何在

1

&末日戒备'

说# 他是重庆人# 儿子
%

岁# 本打
算在海南购房# 但海南新规定现在
购房不入户口% 这让他很为难# 无
法决定是否应该在海南买房% 还有
的网友也很疑惑( 禁止购房落户打
击了内地人来海南投资工作的积极
性, 大家都知道户籍的重要性# 难
道海南不需要外地人的支持了吗-

治安处警官! 目前! 户口管理

制度确实存在着与社会经济发展不

相适应的地方! 但户籍改革涉及政

府许多部门! 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并多次就我省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问

题进行专题研究" 随着我省社会经

济的发展! 作为主管的公安机关正

在对此进行部署! 相信不久我省切

实可行的户籍管理办法即将出台"

我省院校外籍毕业生

可落户海南

有网友问( &我在海南大学毕
业# 想在海南工作# 请问政策是怎
样规定的- 有什么条件-'

户政科科长符晖!凡是毕业于我

省大专院校外省籍优秀毕业生!只要

本人同意在我省合法企业应聘就业!

可凭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

协议书$%&毕业证书$%&报到证$到工

作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办证中心!办

理入户手续' 属于非应届毕业生的!

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劳动合

同$%#毕业证书$!到工作所在地公安

派出所或办证中心! 办理入户手续*

让优秀人才融入海南建设*

供出上家

撒网抓私彩&大鱼'

一网友说出了自己对打击私彩
的看法# 并提出了打击私彩的建议%

他认为#打击私彩应该参照刑事案件
用金钱收买线人#举报有奖% 奖金可
以来源于罚款%他说#现在就业困难#

只要有利可图又不违法#再危险的事
也有人干啊, 因此#为了真正打击私
彩#他献上一计(捉到买私彩的#先不

要处罚#让他提供上家% 提供出上家
的#罚点款了事#算是从轻处理%提供
不出或不愿意提供上家你就是老板#

罚款拘留# 构成犯罪的该咋办就咋
办% 供出上家之后#公安部门应该马
上侦办#网撒过去肯定有大鱼%

我省拟实行居住证制度
届时外来工不再办理暂住证

有读者提出 # 在海南七八年 #

还是要办理暂住证# 觉得自己是海
南的二等公民# 建议政府取消外来
人员暂住证% 还有网友提出# 暂住
证早就不该实行了# 全国还有多少
地方有暂住证啊- 强烈要求废除,

治安处副处长秦金荣! 在我省未

实行流动人口居住证之前!按照公安部

的规定和要求!还继续办理暂住证* 拟

居住一个月以上!年满
!"

周岁人员在申

报暂住登记的同时!应当办理暂住证*

据了解# 我省拟实行外来人员
居住证制度# 进一步增加外来人员
归属感# 居住证制度将消除隐含于
&暂住证' 上的歧视色彩# 赋予非户
籍人员以平等身份% 此举还将摒弃

暂住证制度下直接强制办证的做法#

让居住证成为户籍人员和非户籍人
员享受权利的凭证% 持证人将在工
作$ 生活$ 子女教育等方面享受一
系列便利服务# 涉及劳动社保$ 计
生$ 教育$ 公共交通等多项政府行
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内容%

公安民警充当赌博&保护伞'

应该杀一儆百坚决处理

有网友认为# 赌博在下面乡镇公
开#而人民群众最客观最直接的看法便
是(这些都是派出所充当保护的% 他提
出#应该采取&杀一敬百'的手段#以换
回人民群众对公安形象看法的改观%

治安处副处长秦金荣! 针对赌

博问题! 我处一直把禁赌工作作为

我处一项重要工作* 公安机关的禁

赌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 查处赌博

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 去年因为禁

赌工作不利! 有多名派出所长被处

理 * 欢迎人民群众积极监督举报 !

发现有公安民警充当 +保护伞, 的!

坚决依法依纪予以处理* 禁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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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点子有奖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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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先生! 重奖举报赌博* 得

分
70

分*

"

$王先生!打击私彩*得分
.0

分*

如果您提出的思路$ 方法$ 好

点子有独特见地" 可以更好促进公

安工作" 活动办公室将对您有一定

奖励" 只要您在建议后留下手机号

码" %好点子奖金& 直接充值到您

的手机上# 欢迎读者踊跃发表高见"

本报每天将获奖名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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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讯 !记者良子
实习生李珍"今天下午

)

时许#在省公
安厅政治部副主任国章成的带领下#省
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秦金荣携基层科
科长朱秀莲$户政科科长符晖$公特科
科长易鹏$行动队队长叶明才等警官做
客本报热线及南海网#就如何促进我省

公安治安工作#听取推动我省公安治安
工作改革创新的好思路$好方法$好点
子与广大读者及网民进行交流%

)

个小
时间#热线电话

$#

多个#网友留言
(*

条%

问答相融#演播室里#气氛十分热烈%

今天热线及网上交流异常火爆#

读者及网民踊跃提建议#秦副处长等
%

名警官一一回复解答% 今天突出的热
点就是购房入户问题$私彩问题等%今
天的交流热线还几乎成了举报赌博热
线# 热心市民纷纷打电话举报其所居
住区的赌博点# 行动队叶明才队长将
举报电话一一记录# 并向举报者留下
该处的举报赌博电话%

国章成副主任表示# 省公安厅热
忱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人民群众
踊跃为我省公安工作献良策$开良方#

活动结束后#将组织评委会#评选出优
秀的建议和意见# 由省公安厅向获奖
者颁发荣誉证书# 获奖建议和获奖者
名单将在省内各大媒体上公布%

部分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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