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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们注意了：
西津路与武威路交叉口有了新变化
兰州晨报讯（记者李升）7 月 17 日，记者从兰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获悉，为让市民出行更加方便、畅通，兰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近日对西津路与武威路十字交叉口道路交通信号控制
系统、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组织进行了优化、改造。

交通组织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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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拥堵原因分析

1.高峰出行集中路口,服务水平低
西津路为七里河区东西主干道，高峰期
间车流量过于集中，加之路口通行能力有限，
路口处于过饱和状态。
2.公交车站设置不合理
路口东侧目前停靠有 14 条之多的公交
线路，车辆进站时经常排成“长龙”并溢出至
下游路口，
导致东进口通行效率低下。
3.道路空间不足，通行能力较差
路口南进口有 2 条进口道，西进口有 3 条
进口道，
已无法满足现有交通需求。
4.其它原因
近期随着宝兰高铁的开通，吸引了大量
的车流，加之 1 路、53 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向西
延伸至西客站，及轨道交通 1 号线路面的陆
续恢复，使得大量车流快速聚集至此路口，此
路口交通拥堵现象进一步加剧。

东进口：通过压缩车道宽度的方
式，
进口道增加 1 条，
渠化为 6 条道，
车
道属性为
“左转+左转+直行+直行+直
行+直右”
，
增加直行车道数，
缓解东直
行的交通压力，
同时设置 2 条左转弯待
行区，东侧车辆直行时左转弯车辆可
进入待行区，
提高路口通行能力。
西进口：
通过中心线偏移及压缩车
道宽度的方式，
进口道增加1条，
渠化为
4条道，
车道属性为
“左转+直行+直行+
直右”
，
增加直行车道数，
缓解西直行的
交通压力，
继续借用非机动车道为专右
车道，
设置1条左转弯待行区，
西侧车辆
直行时左转弯车辆进入待行区，
同时在
出口道借用非机动车道增加 1 条出口
道，
车辆能够快速驶离路口。
南进口：通过中心线偏移及压缩
车道宽度的方式，进口道增加 1 条，渠
化 为 3 条 道 ，车 道 属 性 为“ 左 转 + 直

左+直行”，增加直行车道数，缓解南
直行的交通压力，继续借用非机动车
道为专右车道，同时设置 2 条左转弯
待行区，北侧车辆直行时南侧左转车
进入待行区。
北进口：北进口继续保持现状，
但在信号控制方面对北向西右转弯
车辆进行灯控，减少与东侧直行车辆
的合流冲突。
交警部门介绍，调整信号周期，
合理分配各进口道放行时长，并用专
业的交通软件进行模拟仿真，根据车
流量变化分别设置早高峰、早平峰、
午高峰、午平峰、晚高峰、夜间、周末
等多种方案，最大限度地提高路口通
行能力。
兰州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
行经此路口时请多加观察，按车道属
性有序通行。

3 近期还将优化一些路段
近期兰州市公安交警部门还将对天水路-雁宁路、南滨河路-读者大道、北
滨河路-九州大道、北滨河路-城关黄河大桥东西引道、南滨河路-七里河黄河
大桥东西引道、南滨河路-金港城东门、南滨河路-河湾堡路、西津路-秀川
路、民主路-酒泉路、民主路-市政大坡、兰工坪路-工林路、武威路-建
西路等 14 个路口的交通组织重新进行优化，有效缓解交通拥堵，提高通
行效率。

记者观察

兰州交警部门将公开公示
4000 多起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公交线路分流调整西站通行情况有无变化？

柳家营十字通行有好转
瓜州路仍堵车严重

人刘先生告诉记者，目前，由于学生放
暑假，车流量比以前少了将近一半，虽
然道路拥堵有所缓解，
但堵车现象依然
存在。
记者在现场看到，
瓜州路东西方向
均为单车道，道路比较狭窄，但经过的
车流量非常大，
双向的车道均挤满了车
辆，部分车辆为了快速通行，抢占自行
车道、
不按线行驶等致使本来拥堵的交
通更是雪上加霜。
“坐公交车比开车还
快一些。
”
市民李先生笑称，
开车去西客
站时，每次都被堵在路上，不但有可能
导致延误乘坐动车，
也根本不划算。
采访中，
很多市民遭遇过同样尴尬
的事情。市民刘女士反映，
之前由于西
站十字长期施工，
致使很多车辆为了避
开车流较大的西站十字，
转至瓜州路通
行，
车流急剧增加导致本来就不宽的道
路拥堵不堪。
下午2时06分，
记者乘坐的108路公
交车行至七里河黄河大桥桥南公交站牌
时，
周边的整个交通通行情况才有所好转。
采访中，住在西站周边的部分市
民和部分公交车司机告诉记者，西站
周边的道路作为城市主干道本来车流
量就大，加之地铁施工占道影响通行，
宝兰客专开通后，西站周边人流、车流
又急剧增加，容易出现拥堵。目前，学
生进入暑假，相对来说通行情况趋于
好转，但学生开学后，拥堵情况又将恢
复。市民呼吁有关部门，如要切实缓
解西站周边交通拥堵的问题，还需统
筹规划科学治理，以提升高铁时代来
临后，西站作为城市窗口对于外地游
客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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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晨报讯（记者李升 冯宝强）
为缓解柳家营十字、西站十字（西行）
道路通行压力，保证直行车辆快速通
行能力，公交集团于 7 月 15 日起将现
“兰州西站（西行）”停靠的部分线路及
停靠站点进行分流调整。17 日，记者
再次走访发现，经过调整，西客站周边
的通行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但柳家营
十字、西站十字通行情况仍不容乐观。
记者乘坐的 31 路公交车过了七里
河桥并没有拥堵，
直接到了西站十字东
口等待信号灯。记者注意到，
由于站点
分流调整，
排队等待信号灯的公交车并
不是很多。随后，
公交车驶入柳家营十
字公交车站，站点调整后，此前公交车
排长队等待进站的现象不再。从七里
河桥到西客站，
总共用了 10 分钟，
比此
前减少了一半。
当日下午 1 时 40 分，记者再次从
兰州西客站乘坐 108 路公交车出发，
短
短 5 分钟就来到了柳家营十字。记者
现场体验发现，
在柳家营十字车流量较
大，
自西往东方向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排
成近百米的长队。
“现在好一点了，
以前
由于附近经常施工导致该十字堵车现
象非常严重。
”
市民张先生说。
下午 1 时 48 分，
记者乘坐 108 路公
交车继续从柳家营十字北行进入瓜州
路时发现，车流量大，整个瓜州路双向
道路的交通出现堵塞；下午 2 时 03 分，
瓜州路至敦煌路不到百米的距离，
记者
乘坐的公交车经过 15 分钟的缓慢行
驶，
才驶入敦煌路。
“这段路十多分钟能
通过是非常幸运的，
以前从此通过最少
要 20 分钟。
”
长期乘坐动车出差的兰州

兰州晨报讯（记者李升）7 月 17 日，记者从兰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获悉，交警部门为了结合巩固提升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成效，将分
批次对全市 1—6 月份查处的 13 类、4076 起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在互
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进行公开公示，并逐阶段通过新闻
媒体向社会曝光。

按照公安部交管局关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开公示范围和内容规定，此
次公开公示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主要涉及：
1.因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后，被
公安交管部门撤销驾驶许可或者机动车登记的人员、法人；
2.因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过程中有贿赂、舞弊行为被取消考试资格的人
员；
3.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牌证的人员、法人；
4.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及车辆所属道
路运输企业；
5.吸毒驾驶机动车的驾驶人及车辆所属道路运输企业；
6.公路客运车辆、校车载客超过额定乘员 20%以上的驾驶人及车辆所属
道路运输企业；
7.驾驶营运机动车行驶速度超过规定时速 20%或者驾驶机动车行驶速度
超过规定时速 50%的驾驶人及车辆所属道路运输企业；
8.长途客运车辆违反凌晨 2 时至 5 时禁行规定的驾驶人及车辆所属道路
运输企业；
9.被吊销驾驶证的人员；
10.因记满 12 分被降级的驾驶人；
11.因交通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的人员及其所在的道路运输企业；
12.因交通违法行为被处罚的道路运输企业及有关责任人员；
13.在有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的驾驶人及其所在道路运输企业。
此外，对 1—6 月，在兰州市范围内发生的以上 13 类、4076 起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交警部门公开公示从 7 月 1 日起至 12 月底结束，采取先在互联网交
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进行公开公示，后逐步通过媒体向社会曝光的方
式，分期分批进行。同时，交警部门也将以函告形式，定期向被公开公示客货
运车辆所属企业、违法驾驶人所在单位通报重点交通违法查处情况，强化交
通违法行业自纠处罚力度和警示教育。
交警部门强调，因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公开公示或曝光的企业或个人，
除了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接受处罚外，违法情况还将与车辆所有
人、违法行为人和企业的信用体系挂钩，
记入诚信档案。
此次曝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190 起，
后续兰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分批次
在各类媒体集中曝光兰州市交通秩序大整治期间查处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