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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都一年了 路在哪
施工方：
因征地拆迁未完成致无法施工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
（记者 党朝峰 实习生 罗子翟 朱咸
燕 文/图）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白驹
大道以南的北师大海口附校配套
道路项目是 2017 年海口市政府
重点投资项目之一，该项目原计
划 在 2017 年 8 月 底 学 校 开 学 之
前完工。然而，学校距今已开学
一年，仅 C 段道路通车，通往白驹
大道的 A、B 段两条主干道路却迟
迟没有贯通，成了半拉子。
附近村民们抱怨，如今雨天较
多，开挖的道路积水泥泞，给村民
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导致村民不得
已穿过更狭窄的村路出行。

遇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村民出行难。

走访：
工地静悄悄没人干活
民宅挡住施工“步伐”

村民：
村道太窄难走 车辆常被刮
下雨积水 孩子上学不方便

施工方：
因征地拆迁未完成施工停了
若条件允许 4 个月即可通车

7 月 13 日，记者从白驹大道进入该项
目工地看到，这是一段宽约 50 米的道路，
一些露出地面的下水管道井口已修好，但
工地上却静悄悄没人施工。
沿着工地往前走 200 多米，一栋民宅挡
在面前，墙上写着“拆”字，房子没人居住。
接着，
记者沿着村道继续前行，
两侧除了
民宅外便是一些荒地，
在另一处施工现场，
工
地中间伫立着一座无人居住的民宅。
记者在工地步行 800 多米后，几栋民
宅挡住了记者前进的脚步，正在施工的道
路同样也没能再往前修下去，自然也无法
通往北师大海口附校。

道路迟迟未修好，给村民出行带来哪
些麻烦？
乐阳村村民王先生介绍，自从年初门
前开始修路以来，施工方挖断了村里通往
白驹大道的一条主要通道，导致村民不得
不绕行到村里的一条小路通行。
村民吴先生说，因为村里的小路太
窄，仅仅 2.5 米宽，轿车穿过时常被剐蹭到
车身，如果迎面驶来另一辆车，两车相会
后没法通过。如遇到暴雨天气，道路会严
重积水，前往北师大海口附校上学的孩子
无法穿行，只能从白驹大道绕行到琼山大
道才能顺利抵达学校。

据了解，北师大海口附校配套道路项
目共有三条道路修建，其中 C 段已于去年
8 月份完工，实现功能性通车。目前处于
停工状态的是 A 段和 B 段，两段加起来长
约 1.2 公里左右。
据施工单位中王帝印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A、B 段道
路存在部分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及房屋尚未
完成征地及拆迁工作，造成无法贯通道路
工程。施工单位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完
成拆迁工作，“如果可以作业了，4 个月左
右就完成所有工程，实现功能性通车。”施
工方相关负责人说。

南国

海口交警积极深入校园
开展暑期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6 月 25 日至 7 月 10 日，海口公安交警支队组织宣传民警
积极深入全市各中小学校开展暑期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期
间，共组织 30 余名宣传民警深入全市 25 所中小学校，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30 余场，发放中小学生交通安全知识
安全宣传单 5 万余份，播放各类警示教育视频 20 余次。

活动期间，宣传民警向学生发放了中小学生交通安全知
识安全宣传单，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教会学生认识交通标志标
牌，教育孩子们过马路看红绿灯、不在马路上嬉闹、未满 16
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乘坐电动自行车应佩戴安全头盔
等交通安全知识。

海口交警全力营造宣传氛围

强化市民交通安全意识
6 月份以来，海口公安交警多措并举，宣传模式多方呈
现、宣传媒介全覆盖，全力营造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安全头盔
宣传氛围，持续强化市民交通安全意识，认真贯彻落实全省
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攻坚战工作部署，全力预防涉及

电动自行车伤亡交通事故。
近一个多月以来，海口公安交警通过宣传引导先行营造
氛围，严管重罚跟进整治教育，集中曝光强化安全意识，多
措并举宣贯教育提升宣传效应，强力推进专项整治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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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停路口
阻挠村民建房
南 国 都 市 报 热 线 966123 讯
（记者 吴岳文）近日，文昌市潭牛镇
大庙村委会鹏程村的村民李经丰一
家盖新房，未料却被人开来了挖掘
机堵路。
李经丰告诉记者，半个多月前，
他把父亲居住的老房子推倒重建。
刚开工，就有人开来两辆挖掘机停
在正在建的房子旁边，影响施工车
辆通行。一辆大挖掘机停放在路
口，另一辆小挖掘机停放在工地的
角落。在路口附近，还堆放了一些
沙子、砖块和石头。
“ 虽然挖掘机和
砂石没有完全堵住道路，但把本来
T 字形的道路变成了 I 字形，进来的
车辆无法掉头，只能退回去。”李经
丰说，由于进出不便，拉砂车司机都
不愿意送货，
只好停工。
李经丰称，20 多天前，他把情
况反映给鹏程村村民小组组长李昌
奋，对方称“管不了”。李经丰随后
多次向镇政府反映此事，虽然镇政
府有人出面协调，可是一直没有明
确的结果。
砂石和挖掘机堵路是怎么回
事？
“ 我跟李经山有矛盾，他这是伺
机阻挠。”
李经丰说。
村民李经山说，他堂弟家中有
一个祖坟在李经丰建房的附近，他
和堂弟把挖掘机和砂石放在那里，
是防止施工人员往祖坟附近倾倒沙
土，并不是故意阻挠李经丰建房。
“如果这造成了他建房困扰，我可以
挪车。”随后李经山开走了挖掘机并
运走了砂石。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南国都市报联合主办
特邀主编：陈世清

答疑解惑

问

驾校学员上道
路练习驾驶时，需
要注意哪些事项？

答：申请人在道路上学习
驾驶，应当随身携带学习驾驶
证明，使用教练车或者学车专
用标识签注的自学用车，在教
练员或者学车专用标识签注
的指导人员随车指导下，按照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
的路线、时间进行。申请人为
自学直考人员的，在道路上学
习驾驶时，应当在自学用车上
按规定放置，黏贴学车专用标
识，自学用车不得搭载随车指
导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
（本组稿件撰写：南国都市报记
者 田春宇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
讯员林馨 钟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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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微博二维码，既可
了解海口公安交警最
新资讯动态，还可享
受更多便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