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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路面坑洼不平、交通标线模糊、车辆乱停乱放——

道路不畅通，出行“不太行”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邱 正

道路是否通畅、设施是否完备、秩序是否井然，不仅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更是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近年来，
我市加快推进城市道路建设，但也有少数道路由于日常维管不及时、后期修整不到位等因素，出现了路面坑洼、标线模
糊、停车占道等诸多问题，频受市民诟病。
全面提升道路治理能力，尽快恢复道路通畅整洁，既是主管部门应尽的职责，也是对城市治理和文明程度的现实检
验。希望相关部门、区市尽快现场勘查，加大整治力度，更好地实现路畅人安。

城阳区锦盛二路：
晴天扬尘雨天积水

分小心，特别是在威海西路与深圳路交叉口，斑马线和停止线根
本看不清楚，稍不注意就会越线违规。”周女士说。
记者采访时看见，这条道路由于没有交通标线的规范，车辆
随意调头、抢道逆行、强行加塞等现象时有发生，附近交通混乱，
安全隐患不小。周边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董先生告诉记者，路上
车辆混行、人流混杂已是常态。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经常乱作一
团，一旦发生剐蹭，事故责任很难界定。
“道路标线不仅是生命线，也是文明线，标线模糊不清不仅
危及行车安全，更有碍城市文明形象。现在我市正在创建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行动起来，及时整改不清晰、
不规范的道路标线，让交通出行更安全、更畅通。”董先生说道。

道路破损颠簸难行

近日，市民王先生向本报舆论监督热线反映，城阳区锦盛二
路部分路段路面破损严重、坑洼不平，原本的双向四车道仅剩下
一个车道勉强通行，存在安全隐患。
7 月 29 日上午，记者驾车从春阳路向北转入锦盛二路探
访。锦盛二路南起岙东北路，北至锦宏西路，距离高新区政务服
务大厅直线距离约 4 公里，全程双向四车道。
记者沿锦盛二路往北行驶看到，路面相对平整，行驶车辆各
行其道。然而，当车辆向北驶过宏祥七路后，路面状况急转直
下，柏油路面上不断出现坑洼破损之处。在距离锦宏西路约
500 米的锦盛二路上，破损情况尤为严重。由于道路坑洼不平，
南北双向行驶的车辆为躲避两侧的大坑，纷纷集中到路中间通
行，安全隐患很大。
采访期间忽降骤雨，20 分钟后雨停，记者观察到该路段的
坑洼处留下了大片积水，过往车辆因无法判断积水坑的深度，更
是全部靠向路中央行驶，原本双向四车道的宽阔道路俨然成了
单行道。双向会车时，驾驶员只能减速避让，唯恐发生剐蹭。不
少车辆只得从大大小小的水坑上颠簸前行，泥水四处飞溅。一
名骑电动车的市民看见前方的道路难以通行，只能绕到人行道
上骑行。
“这条路破损已经半年多了，晴天路上沙土飞扬，遇到下雨
就满地泥浆，行车十分困难。”王先生说，今年进入汛期后，他曾
5 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锦盛二路北段道路破损、出行困难问题，可
是至今没有回音。

莱西市威海西路：
路面标线模糊不清

崂山区海口路：
禁停标志形同虚设

■城阳区锦盛二路北段道路破损，积水严重。

人车混行隐患重重

“因为标线不清，在这条路上开车太没安全感了，特别是夜
晚视线不佳时，非常危险。”近日，家住莱西市的市民周女士拨打
本报舆论监督热线反映，莱西市威海西路部分路段的交通标线
模糊、交通秩序混乱，影响市民出行安全。
据了解，威海西路始建于 1981 年，是连接莱西市东西方向
的城市主干路，平时车流量较大，市民反映的标线模糊路段位于
深圳路与广州路之间。莱西市威海西路长约 600 米、宽约 12 米，
共设有三个车行道，道路两侧设有排水沟和非机动车道。记者
前往现场观察到，该路段两侧的非机动车道交通标线虽依稀可
见，但机动车道上的分道线、导向箭头、停止线等其他路面交通
标线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
记者了解到，市民反映的威海西路标线模糊路段附近有医
院和企业，平时人流、车流较大，交通标线的缺位使得居民出行
无所适从。
“ 这条路是我上下班的必经之地，标线模糊问题已经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迟迟未见施划。每次开车到这里都得十

▲莱西市威海西路与深圳路交叉口停止
线模糊不清，车辆纷纷越线停车。
▶崂山区海口路禁停标志下停放了多辆
私家车。

严管路段车辆乱停

“傍晚以后，石老人海水浴场附近的海口路就会停满私家
车，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反映，情况至今没有改观。”近日，有
市民通过观海新闻客户端“直通 12345”平台留言，反映崂山区
海口路（东海东路至云岭路段）夜晚私家车乱停乱放问题。
8 月 1 日晚 7 点半，记者来到海口路（东海东路至云岭路段）
实地探访。此时，大量市民进入石老人海水浴场纳凉消夏，很多
私家车主为图方便，就将车辆停放在浴场附近的海口路上。记
者从东海东路与海口路路口步行至云岭路路口，发现这段长约
1.6 公里的道路上并未施划泊车位，路边还设置了“禁止停车 违
者清障”的标志。但记者在现场看到，道路南侧此时已停放了近
140 辆私家车，北侧也有 32 辆私家车随意停泊，双向四车道成了
两车道，让海口路俨然成了一个大型“路边停车场”。
“虽然设置了禁停警示牌，可根本不管用。”住在周边的市民
吴先生说，
“晚上 7 点到 8 点半这个时间段，来海边玩的市民和游
客特别多，乱停车辆占用了道路两侧的两条机动车道，影响来往
车辆通行。而且晚间光线不足，驾乘人员在机动车道上频繁上
下车，人车混行，十分危险。”
正如吴先生所言，记者在现场发现，附近的石老人浴场公交
站也成了车辆乱停之处，数辆私家车在站点内依次排开。公交
车因无法正常进站，只能在机动车道上下客。
据了解，为了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秩序管理，确保道路交通安
全、畅通，今年 7 月 15 日起，崂山区将辖区内的 32 条道路确定为
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严管路段内（包括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除停泊车位外，禁止机动车辆停放，海
口路就在严管之列。一位住在周边小区的居民向记者反映：
“海
口路被划为严管路，可乱停车问题依然如故。”
记者在“直通 12345”平台了解到，有多位网友提出了解决
海口路乱停车问题的诉求。崂山交警部门在回复时均称已派警
力前去整治，处罚劝离路两侧违停车辆，今后将继续治理。
“每次
答复得都很好，可问题至今没有改善。近期，海水浴场的外地游
客越来越多，车辆乱停有碍城市的文明形象。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采取有效措施，根治停车乱象。”网友洪先生说。

重庆路快速路工程公众参与公示
根据《青岛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市 有何影响；
政府令 271 号）
《青岛市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
3. 您认为项目建设运营会对您的生活、工
估办法》
（青政办字〔2018〕127 号）等文件的要 作带来何种影响；
求，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青岛市工程
4. 您对项目最关心的问题；
咨询院开展重庆路快速路工程公众参与和风
5. 其他意见和建议。
险评估工作。按照程序，现公示项目有关信
三、公众参与途径和起止时间
息，征求公众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公示主要
公示之日起 30 日内（8 月 4 日~9 月 2 日），
发布途径包括青岛政务网、青岛市住房和城乡 您的意见及建议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箱、
建设局网站、青岛日报、青岛新闻网、青岛电视 纸质邮件、网络问卷等任何一种途径反馈给我
台、青岛交通广播。
们，电话开放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9:00-12:00，
一、项目基本信息
下午 13:30-17:30。您的意见和建议将对本项
1. 项目名称：重庆路快速路工程。
目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此，对您的积极参
2. 项目单位：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与表示由衷的感谢！
3. 项目概况：根据青岛市城市总体及道路
四、联系方式
网规划，重庆路快速路南起山东路，北至流亭
联系人：杨工
立交，全长约 22 公里（含跨海大桥高架路立交
电 话：0532-67783735
范围内已建成 2 公里），是贯穿东岸城区南北
传 真：0532-67783735
主要的交通走廊，也是东岸城区重要的对外联
E-mail：qdgzcy@126.com
系通道。规划方案为高架主线双向 6 车道，地
通信地址：青岛市澳门路 121 号甲青岛市
面辅路双向 8 车道。全线设置雁山立交、跨海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桥高架路立交（已建成）、唐山路立交、仙山
邮
编：266071
路立交 4 座枢纽立交，及长沙路立交、福州路
五、重庆路快速路工程公众参与调查问卷
立交、金水路立交 3 座部分互通立交，同步设 （二维码）
置上下桥匝道服务沿线到发交通。项目的建
设可完善东岸城区快速路网，提高沿线区域出
行效率，并有效缓解环湾路、黑龙江路、青银高
速等南北通道的交通压力。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内容
本次公示主要就以下几点征求公众意见，
如有其他方面意见或建议也可提出：
1. 您是否同意项目的建设；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您认为项目建成后对当地经济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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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段横断面示意图。

■项目初步方案线位示意图。

青岛日报社法律顾问：
琴岛律师事务所 侯和贞、王书瀚、王云诚律师

今日海浪水文预报：
海浪 0.7 米 涌向：
-日平均水温 25.8℃

■上下桥匝道位置横断面示意图。

海港潮位：第一次：高潮高 420 厘米 高潮时 09 时 11 分 低潮高 125 厘米 低潮时 03 时 40 分
第二次：高潮高 385 厘米 高潮时 21 时 46 分 低潮高 130 厘米 低潮时 16 时 1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