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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站台线路图明
明显示$%路公交站台到火车东站$

为什么不到呢% 这不是忽悠人吗%&

&日上午$ 一中年女子在海市口滨涯
路农垦中学公交站台等$%路公交车
到火车东站$ 好不容易等来一辆$%

路公交车时$ 却被告知这辆车不到
那里$ 让其转乘%'路公交车'

记者看到$ 农垦公交站台$(

路公交车显示其路线为丽晶路到
海口火车东站' 根据路线图$ 女
子在农垦中学等车 $ 确实没有

错' 但为什么车子明明不到$ 路
线图上还这样显示呢% 这位女市
民表示很不理解' 虽然$(路公交
车司机让她坐('路公交车$ 但对
海口不熟的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坐
车' #幸好有好心人帮忙$ 否则
我都不知道怎么换乘('路车'& 这
位女子很是庆幸'

为什么$(路公交车实际行车路
线与站台路线不一样呢% 海口市公
共汽车总公司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
示$ 因为还没有在火车东站找到调
度室$ 暂时没办法开往火车东站'

海口市公共汽车总公司吴经理告诉
记者$ 除了暂时没找到调度室这一
原因外$ 最主要是因为$(路公交车
线路延长$ 运营车辆和司机的配备
不足' 春节前$ 司机辞职回家较多$

找不到足够的司机来保证公交车发
班时间' #等年后招到司机$ 我们
会尽快将$(路延长到火车东站'& 吴
经理表示$ 同时$ 他也通过本报提
醒广大市民$ 目前$(路公交车往返
于丽晶路与农垦医院之间$ 暂时不
到火车东站$ 请需要乘车到火车东
站的市民换乘其他线路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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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海口市民黄闻淑向
本报来信$反映海口到文昌部分乡
镇的客运班车从海口汽车出发后$

到府城方向绕一圈才走(从东站到
灵山镇走了'个小时$ 还在一些公
交站台等客人$这样浪费了车上乘
客的时间'

'月)日上午$黄闻淑先生拿了
一封信来到本报反映其坐客车到
文昌市铺前镇所遇到的情况' 他
说$*+""年",月,&日上午-点'+分$

在海口汽车东站乘坐海口到文昌
市铺前镇的班车$ 全程.-公里$却
走了*个半小时' 本来客车出站后
从国兴大道几分钟就可上海文高
速公路$ 但是客车却往府城方向
走$途径红城湖路)龙昆南路)琼州

大道)灵山镇$然后才从灵山镇上
了高速' 绕府城的途中$客车就在
一些公交站台等客人上车$时间短
的就$分钟$长的就/+多分钟$从海
口汽车东站到灵山镇$沿途只上了
$位乘客$却走了'个小时$太浪费
时间了'

)日中午'点'+分$记者到海口
汽车东站乘坐了一辆海口到文昌
市林梧镇的客车$ 在海口市东站
内$车上只有几名乘客$出站后到
了五公祠公交站后$ 客车停下等
人$先后有-名乘客上车$车不多0)

-分钟后$ 客车继续从沿途各公交
车站走$走红城湖路)龙昆南路$到
了中国城公交车站后$ 等了一会
儿$没有乘客上车'又从龙昆南路)

凤翔路)新大洲大道然后到了灵山

镇$时间为下午1点左右'记者体验
的乘车时间与黄先生反映所说的
时间差不多'

绕道走也分不同时间段$有的
师傅也不想绕道' 一位客车师傅
说$每辆车都要绕道走的$沿路也
可以捡到客人' 到下午.点,+分以
后$从东站始发往文昌较远乡镇的
客车就可以直接从海口上海文高
速' 对此$海口市运管处客运科驻
东站办事处孙站长表示$海口至文
昌的老路正在维修$所以乡镇客车
只能绕红城湖)中国城然后在灵山
镇上高速'这些线路是经运管处批
准的$等老路修好后$这些客车就
走老路' 客车座位未坐满$就可以
捡客$但是必须在相应的停靠点上
下客$也不能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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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海口市民朱先生致电本
报$ 自己去年0月份在海口明珠广
场买了部手机$ 当时办理的购机返
款业务$ 但是一直未收到返款信息$

希望记者能够给予报道'

去年的0月份$ 朱先生来到海
口明珠广场想为老伴购买了一部手
机$ 业务员告知可以办理购机返款
的优惠业务$ 于是朱先生便挑选了
一款价值,)+元的手机$ 业务员告
知他返款金额为,)+元$ 返款将分
一年返还$ 每月返还,+元$ 从去年
&月份开始返还' 然而直到',月.号
仍未收到返还话费的信息$ 于是朱
先生拨打了工商部门投诉电话$ 工
商部门调查后得知$ 因办理业务时
联通公司工作人员的失误$ 并未将
朱先生的购机信息及时登记$ 导致
其购机返款业务无法办理$ 在与机
主协商后已将,)+元话费全部返还'

然而直至今日朱先生仍未收到任何
返款信息'

记者随后联系了联通公司$ 工
作人员答复说$ 因工作人员失误$

导致朱先生的购机返款信息未能及
时登记$ 公司经过核对后$ 决定为
朱先生的手机办理另外一份返款套
餐$ 以便将朱先生的话费返还到手
机上' 而对此处理结果朱先生则表
示不能接受$ 执意要求对方将话费
一次性返还到手机上' 目前双方仍
在协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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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周日$在海口市
海府路与博爱南路的路口附近的停车
位$可以用一位难求来形容' 为此$私
家车主就将车辆停在导流线内$ 或是
停在东湖旁的人行道上'

-日上午''时许$ 记者在三角池走
访看到$位于转盘附近的导流线内停满
了密密麻麻的私家车' 在导流线上立
着*导流线内禁止停车$违者抓拍+++

海口交警支队示' 难道将车辆停放在
此处的司机没看到如此明显的提示牌
吗% 私家车主黄先生告诉记者$把车停
在导流线内实属无奈$ 东升楼前仅有
的,+个停车位早就挤满了$ 因此才冒
险把车放在导流线内' 一辆越野车司
机对记者说$ 这提示牌是吓唬人的吧$

我在这停过好几次了$都没被开罚单'

记者从海口市交警支队有关部门
了解到介绍$ 导流线应为一个或几个
根据路口地形设置的白色2形线或斜
纹线区域$ 表示车辆必须按规定的路
线行驶$不得压线或越线'在三角池的
提示牌$ 是交警支队放置以起到警告
作用$ 警员会不定期前往拍照处理违
章停放车辆' 希望司机朋友不要有侥
幸心理$遵守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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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的公交车退出
市场$ 而新车投放不足$ 海口市
3&路公交车让市民等的很焦急'

为此$ 市民呼吁有关方面尽快解
决这一问题'

'月&日上午$ 市民张先生向
记者投诉称$ 他每天都要乘'&路
公交车上下班$ 往返于始发站龙
昆南到明珠广场之间' 给人感觉
'&路公交车的始发时间) 发班间
隔时间一直不稳定$ 让人不知道
究竟什么时候有车可搭$ 以前十
几分钟可以等到车辆现在半个小

时有时也乘不上车$ 上了车后$

车里拥挤得难受' 他经常等不到
车$ 上班也就经常迟到'

根据张先生反映的情况$ 记
者采访了'&路公交车线路$ 据工
作人员介绍$ 由于以前'&路车营
运有,+多辆$ 该线路车开始更换
环保新车$ 由于旧车淘汰了$ 新
车只有十几辆车上路运营$ 营运
的车辆减少$ 发班间隔也由原来
的$分钟延长到现在的十几分钟'

对于车辆紧缺公司正想办法解决$

确保公交车的按时发车$ 投入正
常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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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工商局.日发布的公告信息$称
该局在流通环节对食用油开展抽样
检验$抽检中$一批次的金龙鱼玉米
油被检测出色泽和烟点不合格' 今日
下午$ 记者走访了海口市多家超市$

未发现同一产地的金龙鱼玉米油在
海口超市有售'

据了解$此次被检出有问题的金
龙鱼玉米油生产日期为,+''年(月'

日$由江苏益海'

º»

(粮油有限公司
生产的$升装金龙鱼玉米油被抽检出
色泽和烟点不合格' 但是记者在走访
几家大润发和家乐福超市时发现$超
市所售的$升装金龙鱼玉米油均产自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由嘉里粮
油!

¼b½$有限公司生产' 业内人士
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在其他市场购买
到上述不合格批次的金龙鱼玉米油$

请勿使用'

lmnop

qrIst5u

vwx?1yz{|x

=}~���!�5����x?�z��

��?���:;L�

�?��P?FG

fg$)5:;?�9���

8�0����9"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