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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南国都市报等省内多家媒体报道了海南多地市民针对红绿灯设置提出的意见后!本报陆续接到更多市民的电

话反映各地红绿灯设置的多方面问题!本报记者对市民反映路段进行调查并向交警部门反馈" 对于市民的建议!交警

部门非常重视" 针对市民所关心的问题!海口市交警支队科技科科长刘郴一一作出回应"

!

本报记者 崔嵛 田春宇

我寻找

徐月龙!

你的证件在这里#

#!

月
$#

下午!一名
$%

多岁的男士
来到海口边防支队红岛边防派出所!

将自己捡到的一个钱包交给了值班
警官% 这是一个黑色皮质钱包!钱包
里有

&

张银行卡! 还有署名为徐月龙
的身份证% 请徐月龙看到报道后来领
取自己的证件!联系人刘警官!电话&

#$'$(&&))'$

% )记者 胡诚勇 整理$

发病游客获救助
微博感动众网友

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记者 利声
富 通讯员 司敏(记者

*

日获悉!三亚市
启动)随手拍*身边的感动+微博有奖
主题活动

*

个多月来!截至目前!共有
近万名博友加入

+

感动三亚
+

的晒照片
及点评转发行列中,

#%

月
*$

日!博友-清水先生+陪朋
友在天涯海角景区旅游! 从南天一柱
往回走时! 看到有一名

,%

多岁的男性
游客瘫坐在沙滩上!面色苍白!几近昏
厥! 现场保安听到呼救后赶紧用对讲
机通报情况!几分钟后!几位保安和医
护人员抬着担架赶到! 将发病游客紧
急抬往景区医务室急救% -清水先生+

的随行朋友也加入帮忙的行列!-清水
先生+ 则按下快门留下感人至深的一
幕%后来!他看到三亚旅游官方网发起
的-随后拍*身边的感动+微博活动!便
将所拍相片发了上去% 他的微博配文
这样写道!-在天涯海角景区看到景区
工作人员抢救游客的感人一幕! 景区
只有真正把游客放心上! 游客才会把
你们记心里%+该图片和微博感动不少
博友!得到大量转发和好评%

三亚旅游官方网有关负责人表
示!三亚在抗击台风-山神+中也涌现
出许多令人感动的事迹! 博友可将相
关内容编辑微博并参与到

+

感动三亚
+

的微博-随手拍+活动中% 新浪或腾讯
微博博友只需关注

-

三亚旅游官方网
微博成为粉丝! 将在三亚所拍摄的感
动画面配上关键词

+

感动三亚
+

及想说
的话!并

-

三亚旅游官方网及
$

位微博
好友即可%

市民声音!

海口市民闫先生电话中表示!汽车
南站前面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设斑马线!

市民过马路很危险% 同时!陈先生建议!

南海大道明光大酒店前面已安装好但一
直没有投入使用的红绿灯能够启用%

记者走访!

记者发现! 汽车南站前虽然没有斑
马线!却设了一个监控器!同时!记者在
海口市交警支队的监控指挥中心也看到
了这个监控器可以全面监控南站周边的
整体情况% 南站旁的坡巷路与豪苑路路
口设有人行道! 从南站出来的市民可以
在此过马路% 而南海大道明光大酒店前
的斑马线建设完善!但没有开通红绿灯%

行人和电动车需要与飞速行驶的机动车
抢道! 往往电动车与机动车都是擦边而
过!互不相让!场面惊险%

交警回应!

刘郴呼吁出入南站的市民不要图近

而从南站对面的车辆掉头口过马路!应

从南站东侧的斑马线安全通过"

至于南海大道多个红绿灯未启用的

问题!刘郴表示!一般道路建设使用后!

相关的道路设施! 如红绿灯配时以及是

否要启用红绿灯!需要考察
!

至
"

个月的时

间! 根据具体的车流和人行情况作出安

排调整"

市民声音!

市民符先生反映称!椰海大道丁村路口
处!由于行人流量不大且比较分散!该处的
人行道的绿灯常常在无人通过时仍然亮起!

他感觉不仅影响车辆通行!更造成资源的浪
费% 他建议可以考虑将该处的红绿灯设置成
按钮式% 另一位市民陈先生也提出了类似的
建议!他表示!龙昆南路海南省皮肤病医院
以及新华书店门前的两个红绿灯!深夜行人
较少甚至没人过马路!不必定时亮起!也应
设成按键式%

记者走访!

*

日
#&

时许!记者来到丁村路口!在十多
分钟内! 只有两辆电动车和

)

人先后穿过马
路% 附近一位居民称!这条路在学生上学放
学时间以及中午一段时间内行人比较多!其
他时候往来的行人确实不多%

交警回应!

对此!刘郴表示!市民们提的建议非常

好!此前曾在海秀中学华侨中学高中部前的

斑马线设置过按钮式红绿灯!但出现市民用

钝器砸坏等行为! 需要相关人员随时维护!

经长时间的试用后被迫取消" 但像丁村路口

此类人流稀少的边缘地区!交警部门正考虑

采纳市民的建议" 像龙昆南路流量比较集中

的主干道!不是通过红绿灯可以控制的"

市民反映!

市民王女士反映称! 海口龙华区豪苑
路.坡巷路与南海大道交叉路口新安装的
红绿灯设置并不合理, 她表示!既然是十字
路口!便应该设有直行灯!但如今该路口南
北两向!坡巷路和豪苑路都无法直行!而豪
苑路也不能左转!两边来车仍需要行至几公
里外掉头!经常造成堵车,

记者走访!

*

日中午!记者来到该十字路口发现!路
面上画出的导流线表示!豪苑路向南方向只
有右转一途,而坡巷路向北方向只能右转或
左转, 两边都无直行车道,

交警回应!

对此!刘郴回应称!该路口是受不合理

的路网结构限制!导致红绿灯不能充分发挥

作用的典型案例"

刘郴解释称!豪苑路是半幅道路!目前

在使用上被当作全幅道路!但由于本身不合

理的路网结构!一旦开通两侧直行!将极大

地影响南海大道东西方向整体的通行能力"

因此!目前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以丁字路口

设置红绿灯的模式进行管理!并希望市民能

够理解"

市民反映!

-一公里设
$

个红绿灯是不是太多
了"# +市民王女士抱怨称!南沙路/南海大
道至滨濂路段的红绿灯影响车辆顺利通
行%她表示!并不远的距离!一下子设置了
$

个红绿灯!非常影响车辆的通行效率%同
时她也认为南沙路金濂路口的红绿灯等
待时间过长%

记者走访!

*

日下午! 记者驾车体验了王女士所
投诉的路段!由北向南!南沙路滨濂路口/

南沙路金濂路口/南沙路南海大道路口各
方向车辆等待的时间在

#

分半左右% 约
#.*

公里的距离内!设置了
$

个红绿灯%

交警回应!

对此!刘郴回应称!红绿灯的设施并

非按以往将距离作为主要考虑因素!而是

根据目前路口通行车辆的数量以及事故

发生率进行设置的"南沙路金濂路口是交

通事故多发路段!该处红绿灯也是根据需

求最近设置的"

过个马路提心吊胆
为啥不设红绿灯"

深夜无人过马路
绿灯也需定时亮"

这个十字路口
咋两边都没法直行"

!公里设"个红绿灯
是不是太多了"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
田春宇(你知道身份证丢失用不用
-挂失+和登报声明吗"

#

日下午
&

时
许!一条-

-

潇湘晨报+发布的-公
安部& 公民身份证丢失无需挂失
被冒用不担责+微博被广大网友关
注!不到

$

个小时!便有
$)&

位网友
转播和评论这条微博!纷纷表示曾
花过冤枉钱登报声明!将扩散这则
-旧闻+%

随后!记者在网上搜寻-身份

证丢了该怎么办" +大部分网友都
是立即报警 -挂失+! 然后登报声
明% 而一些广告公司也忽悠市民
-如果身份证遗失没有登报声明作
废!没有向社会公示!就有可能成
了违法犯罪分子的0替罪羊1+%

-每个人的身份证号码都是唯
一的!如果挂失的话补回来的还是
这个号码% +对此!海南警方提醒!

丢失身份证应及时到当地的派出
所报备并申请补办% 目前!在相关

法规中!确实并未明确规定需办理
挂失和登报声明!也没有相关法律
规定公民丢失居民身份证后必须
这么做%此外!2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身份证法$明确规定冒用他人居
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
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
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因此!市民不要担心!一旦
遇到身份证被冒用的情况!应立即
报警,

我提醒 身份证丢失无需登报声明

海口凤翔西路

绿化树被虫啃食
近日!海口市民王先生来电反映!

海口凤翔西路有不少绿化树都遭遇病

虫害!很多树叶都被虫啃食了"根据市

民的反映! 记者沿着凤翔西路一路走

访发现!人行道上的两排绿化树!确实

存在王先生所说的状况#如右图$% 记

者将情况反映给海口市园林局! 该局

绿化处程处长表示! 被啃食的应该是

重阳木! 而吃叶子的虫子则应该是卷

叶蛾" &我们会派人到现场看看!再根

据情况喷洒农药杀虫% '程处长表示%

)记者 胡诚勇 摄影报道$

七旬翁迷了路
好所长伸援手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 何慧
蓉(

*

日!文昌一位姓陈的老先生拨打
本报热线称!一个

(%

多岁的老翁瘫坐
在文昌迈号镇到清澜镇的路口!却无
人敢扶!直到文昌公安局迈号派出所
所长陈一波经过!将老人扶起 !这位
迷路的老人才回了-家+,

*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陈一波, 他
告诉记者!当时他开车经过时看到有
个老人坐在地上!衣服有点破 !担心
老人摔伤了! 他想将老人送到医院,

后来老人说没事, 原来!老人早上从
迈号镇敬老院出来买东西!回去时迷
了路!还不小心摔了一跤, 后来!他扶
着老人走了几步!确定没事后 !便开
车将老人送回了敬老院,

近万博友参加三亚
*随手拍*身边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