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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港片区地处老城区，
辖区
内市政设施老旧，
部分道路没有
燃气管道，路面破损严重，提升
改造迫在眉睫。
昨日，
思明区召开市政设施
提升改造建设新闻通气会，
发布

了厦港片区提升改造项目工程
情况。据了解，
7月 15日 0时至
8月 31日 24时，厦港片区将进
行交通管制，
7个路段将采取单
双号限行措施。
消息一经发布，海西晨报·
ZAKER厦门第一时间推送，受
到广大市民关注。截至昨晚记者
发稿时，
累计已有10万人次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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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半幅封闭施工仅能单
向通行! 思明南路路幅宽度

!! 米" !" 米#民族路$大学路
路幅宽度 # 米左右!半幅封闭
施工期间# 厦港片区道路剩

!"!" #

! " $ 车道 # 仅 能 满 足 单 向 通
行条件#需采用单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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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港 片区 地 处 老 城 区 ，辖
区内市政设施老旧，部分道路
没有燃气管道，道路破损严重。
其中，
思明南路、
大学路、
民族路
等 4条道路始建于 20世纪 20
年代，
年久未翻修。
此外，厦港片区内水务、燃
气管道老旧且口径偏小，管网
压力不平衡，民族路、大学路整
段无燃气管道，强弱电架空线
不仅影响旅游景观，且受台风
等恶劣天气影响大。
经相关部门对道路现状检
测发现，
思明南路、
大学路、
民族
路的道路承载能力差，影响通
行安全。
记者了解到，今年 3月启
动的第一阶段管线施工目前已
完成。给水管道更新及民族路、
大学路燃气管道新建等工作已

经测算#围挡后采用单向
交通组织条件下#局部路段将

完成。同时，
强弱电管道改造大
部分已完成，通过管线施工，市
政设施安全保障能力得到显著
提高。
本周日启动的第二轮厦港
片区市政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主
要包括电力通信架空线缆化 、
水务老旧管道改造、新建燃气
管道及人行道、机动车道提升
改造等，包含 4条道路，分别是
思明南路、
寿山路、
民族路、
大学
路，
全长约 3.
92公里。
记者获悉，
鉴于该片区道路
较窄，交通流量大，且地下管网
复杂，
部分雨水支管已堵塞无法
疏通，
道路改造的同时须兼顾地
下管线保护及更换部分雨水支
管，为确保施工质量，须对现状
道路进行半幅封闭施工。

出现压力过饱和状况#需采取
单双号限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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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单双号限行期间#片
区内部公交线路均转移至外
围#通过采取循环接驳线路公
交方式#接送居民至妇幼保健
院站进行疏散# 尽量减少绕
行! 循环接驳线路公交作为
片区居民可依靠的替代出行
方式!
此外#交叉口和小区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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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保证车辆进出! 单向通
行方向公交车停靠点#保证其
前后 %& 米范围路段未围挡施
工#保留现状车道单向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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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破 路 施 工 等 噪 音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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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 程建 设需 要 ，
7月 15
日 0时至 8月 31日 24时，思
明南路、民族路、大学路将围挡
施工，厦港片区道路将进行交
通管制。
期间，思明南路（镇海路口
至演武路口段） 自西向东单向
通行，民族路、大学路（蜂巢山
路口至演武路口段） 自东向西
单向通行，其中蜂巢山路、成功
大道（地面道路）、碧山路和寿
山路仅允许右进右出，受限车
辆请绕行。同时，
封闭成功大道
思明南路口北进口右转思明南
路方向匝道。
每日 7时至 21时，思明南
路（镇海路口至演武路口段）、
民族路、大学路（蜂巢山路口至
演武路口段）、演武路（大学路
口至思明南路口段）、寿山路、
碧山路、蜂巢山路等 7个路段，
将采取单双号限行措施。奇数
日允许尾号为奇数的车辆通
行，偶数日允许尾号为 0和偶
数的车辆通行。
值得一提的是，执行任务

口均采用夜间临时围挡#倒边

大的安排在白天进行#土方运

的特种车辆（警车、消防车、救
护车、工程救险车），新能源号
牌汽车、公交车、出租车、道路
清障车、垃圾车、公路客运、旅
游客运车辆以及 20座以上（含
20座） 大客车不受单双号限
制。
受此影响，思明南路路段
有 15条公交线路，民族路和大
学路有 2条公交线路，共 7个
公交站点临时调整。
相关部门表示，施工期间，
将采取循环接驳线路公交接
送，保障周边居民及游客的出
行。同时，
将采取多个减少扰民
的措施，添加早强剂缩短混凝
土养护时间，尽快恢复通行，请
广大市民游客予以谅解支持。
记者了解到，通过第二轮
提升改造，厦港片区的市政设
施不仅将更加美观大方，而且
保障服务能力也将全面提升，
人居环境将进一步改善，以提
升市民获得感及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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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及路面恢复等噪音较小的
安排在夜间施工%

)( 加大 人员 及 设 备 投 入 #
争取在 # 月 ! 日前完成机动
车道改造#以免影响中小学学
生上学出行#尽量缩短单双号
限行时间#缩短居民出行受限
日期%

"( 采取 扬尘 防 治 措 施 #加
强现场安全文明施工%

*( 优化 施工 工 艺 #提 高 混
凝土标号#添加早强剂缩短混
凝土养护时间# 尽快恢复通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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