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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滞留
致丘海大道严重堵车

“丘海大道还能不能走，严重
堵车……”1月25日，本报接到市
民反映称，海口市丘海大道出现严
重堵车现象。据了解，25日下午，
滨涯路、丘海大道等路段车辆通行
缓慢。

针对此事，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秀英大队队长廖厚崇表示，丘
海大道25日堵车是意外，是琼州海
峡连续两天停航导致货车大量滞留
而引起的。“24日晚上，我们全员
上岗，并启动了二级分控。”廖厚
崇表示，1月24日晚上24时海口海
事局发布了通航消息。为避免出现
严重堵车现象，海口市交警支队从
24日凌晨0点到7点，转运了1900
余辆大货车。交警部门启动了货车
二级分流，控制货车驶入量，他们
在永万路、海港路口等设立了5个
管控点，将货车控制在港口外围，
包括椰海大道、永万路按秩序排
列。

因为这次停航时间比较长，转

运滞留速度一时难以跟上，导致货
车滞留在周边路段，对滨涯路、丘
海大道通行造成一定影响。但随着
车辆转运出去，截至到25日晚上，
车辆已经基本恢复正常通行。

委员建议
大货车进入应避开高峰期

丘海大道堵车问题几年前就引
起关注，省政协委员宋世锋今年关
注了丘海大道的堵车问题，并提出
了他的建议。

宋世锋认为，丘海大道是海口
市秀英区南北通向的主干道之一，
其南段连接环城高速，北段通向丽
晶路连接秀英港货运码头。每天来
往的货车等大小车辆非常多，经常
发生交通阻塞，尤其在下班时间。
另外，丘海大道交通事故发生率也
较高。

此外，他认为丘海大道的海秀
立交桥前方约200米设掉头拐弯处
极为不合理，由海秀中路出口车辆
及金贸西路出口的车辆，需横穿丘
海大道拐弯到路的对面，常致丘海

大道主干道交叉堵塞，也常出现车
辆剐碰的现象。

对此，宋世锋提出两个建议，
一是规定合理的大型货车进入丘海
大道的时间，避开上下班高峰期；
二是封堵海秀立交桥前方掉头拐弯
处，改至丘海大道与滨海大道交叉
路口附近。

交警部门
高峰期人力管控大货车

大货车进入丘海大道应避开高
峰期，这个建议是否可行？“这个
我们交警支队已经在考虑实行。”
廖厚崇告诉南国都市报记者，而在
此之前，每到高峰期，交警部门都
会派出警力在附近路段，通过管
控，控制大货车驶入丘海大道。

至于海秀立交桥掉头拐弯处，
廖厚崇表示，海口市交警支队十分
重视这个问题，也在研究讨论解决
方案。而为了防止严重的堵车问
题，高峰期车流量大的时候，秀英
交警大队会派出3名交警在路面上
管控车辆。

政协委员郭东宇介绍，海秀
快速路开工至今已有三年多，还
未完工，昔日繁华的主干道不仅
成了“死角”，还给附近居民的出
行带来诸多不便。

金垦路延长线（金南路），本
该在2013年完工通车，可是开工
至今仍没有通车，给周边小区的
居民带来了交通出行、生活污水
排放不便等生活困难。

郭东宇认为，建议多召开项
目工程推进会或专门会议，统筹

协调，把工程进展放在更加突出
重要的位置，加速推进工程项目
建设进度。

政协委员宋世锋介绍，由于
种种原因，金鼎路的美俗路与秀
华路段尚未打通；椰海大道与南
海大道之间的中央大道被“保税
区”阻断。

宋世锋建议，应尽快出台拆
迁或搬迁的安置解决办法，认真
履行政府决议与承诺，做到责任
到位，监督问责，诚信于民。

南国都市报1月25日讯（记者
张期望）25日上午，南国都市报记
者从省政府2015年经济运行情况
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15年，我
省民生支出939.3亿元，同比增长
13.9%，增速快于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3.3个百分点，占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75.7%。省委、省
政府为民办十件实事全面完成。

据了解，2015全年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人数10.1万人，比上年下
降 0.2%；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2.3%。农村劳动力转移9.62万人，
增长 0.7%。年末全省从业人员
49.40万人，比上年末增长1.2%。
全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为
97.93%。年末全省共有各类卫生机
构5059个，全省城镇各种社区服

务设施1650个，抚恤、补助各类
优抚对象2.74万人。年末城镇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8.83万人，农村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9.92万人，
农村五保户供养人数3.00万人。

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十件实事
全面完成。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
基础养老金统一提高到145元，企
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增加

185 元，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150元。省级食品检验检测中心主
体封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
地中海贫血病筛查覆盖范围从农村
扩大到全省城乡育龄人群，省肿瘤
医院建成开业。已全面完成民族地
区农村道路建设，硬化行政村到自
然村出口路494.6公里。新建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166处，解决15万农

民安全饮水问题。全年减少贫困人
口8.6万人。对中职所有在校生全
额进行学费补助，对农民小额贷款
按不低于5%的贴息率给予财政贴
息。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
4.02万套，农村危房改造开工4.4
万户，均完成年度计划；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新开工建设面积352.65
万平方米。

总体：经济增长7.8%
经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确认，全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702.8亿元，比
上年增长7.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增速0.9个百分点，分别比一季度和
上半年高3.1个和0.2个百分点，经济
运行总体向好。全年全省接待游客总
人 数 5335.66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1.4%，增速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
点；旅游总收入572.49亿元，同比增
长 13.0%，新兴服务业经营形势较
好。全省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9
月开始开展了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
积极探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农业：增长5.5%
去年，全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

上年增长5.5%，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态势。种植业生产保持平稳较快发
展，受良好气候条件影响，蔬菜和果

用瓜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 3.8%和
7.5%，花卉收获面积增长10.2%，特
色高效药材收获面积增长13.6%。畜
禽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全年生猪生产
价格上涨 3.9%，家禽价格持续上
涨，养殖户生产积极性较高。

工业：增长5.1%
据统计，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5.1%。八大支柱产业
中，炼油、医药、造纸、电力等行业
生产形势较好，是拉动全部工业实现
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石油加工行
业较快增长，全省原油加工量同比增
长17.3%；医药龙头企业生产运营良
好；电力行业在西南部电厂和昌江核
电投产带动下，发电量同比增长
6.7%。

服务业：增长9.6%

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增速比上年加快 0.8 个百分
点。在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全年保持平稳增长的基础上，房地产
业、其他服务业运行不断向好是带动
服务业增速回升的主要动力。海南银
行挂牌营运，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
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房地产销售自
下半年起恢复增长，全年房屋销售面
积 1052.28 万 平 方 米 ， 同 比 增 长
4.8%；房屋销售额982.75亿元，同
比增长5.1%。

固定资产：增长10.4%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成

3355.4亿元，比上年增长10.4%。房
地产开发投资、交通运输业和水利环
境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较快增长，拉
动了全部投资加快增长。房地产开发
投资占全部投资的50.8%，同比增长

19.0%；交通运输业投资占全部投资
的12.6%，同比增长20.5%；水利环
境公共设施管理业占全部投资的
7.2%，同比增长23.8%。

消费市场：增长8.2%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25.1

亿元，同比增长8.2%。从消费形态
看，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2.0%，增速
快于商品零售4.5个百分点。从商品
类别看，免税购物零售额55.4亿元，
增长28.3%，是拉动全省消费市场增
长的亮点。

旅游：增长11.4%
2015年，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

总人数5335.6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1.4%；其中接待旅游过夜人数
4492.09万人次，增长10.6%。旅游
总收入572.49亿元，增长13.0%。

省政协委员姜兴君介绍，出
租车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但海
南岛出租车行业的违法违规乱象
丛生，例如在市区难打车、打车不
打表、拼车宰客、议价拒载等。究
其原因，主要是出租车行业“公司
化”体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
要。姜兴君说，出租车的公司化
经营，限制了个体进入，出租车
司机必须每月向公司交8000多元
的“份子钱”。“份子钱”由管理
费用、车辆维护费用、管理人员
工资、车辆和驾驶员的保险费用

等组成。目前，出租车司机工作
强度大、收入低、工作压力大；
而公司的管理人员工作时间短、
强度小，但收入颇丰。

姜兴君建议，取消出租车
“份子钱”的不合理收入，放开市
场，自主经营。将出租车营运权
使用费、出租车数量管控等交由
市场配置，个人、公司都可以申
请运营出租车。他还建议，把出
租车纳入城市公共交通管理范
围，与公交车相似，减免相关税
费并补贴出租车运营。

海南惠民生取得良好成绩

十件民生实事全部完成

省政府提交2015年经济账

六大领域引领经济上扬
全省GDP增长7.8%
总量总量37023702..88亿元亿元人均超人均超44万元万元

1月25日上午，省政府
召开2015年经济运行情况
新闻发布会。2015年，我
省地区生产总值（GDP）
3702.8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7.8%。
按年平均常住人口计算，全
省 人 均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40818元，按现行年平均汇
率计算为6554美元，比上
年增长 6.9%。经国家统
计局初步核算确认，增速高
于全国平均增速0.9个百
分点，分别比一季度和上半
年高 3.1 个和 0.2 个百分
点，经济运行总体向好。

□南国都市报记者张期望

丘海大道昨又现大拥堵
委员建议：大货车进入丘海大道应避开高峰期两会热点

交通

个别道路工程进展缓慢
委员建议：把工程进展放在更突出位置

出租车司机因“份子钱”压力大
委员建议：取消“份子钱”给城市“名片”减压

丘海大道是海口南北通行的主干道，它的交通状况一直备受关注。早在
2011年，就曾有市民投诉海口丘海大道大货车太多，引发堵车问题。1月25
日，南国都市报记者又接到众多市民反映，称丘海大道严重堵车，难以行走。
交通问题，一直是省政协委员高度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