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大同街、龙井路等将调整为单向通行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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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 3号线花果园东站、松花路站拟于 2019年

8月 17日零时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进行施工。 为

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届时将对花

果园片区的中山南路、惠隆路、花果园大街、松花路等道

路交通组织进行调整。 现将具体事宜通告如下：

一、中山南路(松花路至惠隆路段)、惠隆路（中山南

路至花果园大街段)、花果园大街(惠隆路至松花路段)、松

花路(花果园大街至中山南路段)调整为单向通行：

(一)中山南路(松花路至惠隆路段):

��������禁止车辆从惠隆路往松花路方向通行(公交大巴车

除外)，只准许车辆从松花路往惠隆路方向行驶(即允许

车辆由北往南行驶)；

(二)惠隆路(中山南路至花果园大街段):

��������禁止车辆从花果园大街往中山南路方向通行，只准

许车辆从中山南路往花果园大街方向行驶(即允许车辆

由西往东行驶)；

(三)花果园大街(惠隆路至松花路段):

��������禁止车辆从松花路往惠隆路方向通行，只准许车辆

从惠隆路往松花路方向行驶 (即允许车辆由南往北行

驶)；

(四)松花路(花果园大街至中山南路段):

��������禁止车辆从中山南路往花果园大街方向通行，只准

许车辆从花果园大街往中山南路方向行驶(即允许车辆

由东往西行驶)。

二、请广大驾驶员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行车，否

则将依法进行处罚。

三、公交线路及站点调整如下：

（一）36路：

去向：绿苑小区……花果园金融街———花果园购物

中心———花果园双子塔②

回向：花果园双子塔②———花果园大街———花果园

金融街……绿苑小区

（二）46路：

去向：龙洞堡客站……花果园金融街———花果园购

物中心———花果园双子塔②

回向：花果园双子塔②———花果园大街———花果园

金融街……龙洞堡客站

（三）201路：

去向： 洛平公交枢纽———迎宾路口———花溪平桥

……新发装饰市场———兰花广场———花果园双子塔③

回向：花果园双子塔⑧———新发装饰市场……花溪

平桥———迎宾路口———洛平公交枢纽

（四）207路：

去向：大学城……新发装饰市场———兰花广场———

花果园双子塔③

回向：花果园双子塔③———新发装饰市场……大学城

（五）206路：

去向：松花路———花果园购物中心———花果园双子

塔①———野猫井……党武

回向：党武……花果园大街———松花路

（六）212路：

去向： 松花路———花果园购物中心———中山中

路———中央公园———延安南路（北）……蔡冲

回向：蔡冲……延安南路（北）———中央公园———

中山中路———花果园双子塔①———花果园大街———松

花路

（七）239路：

去向： 花溪碧桂园……新发装饰市场———兰花广

场———松山南路③

回向：松山南路③———松山南路口———花果园购物

中心———花果园双子塔①———新发装饰市场……花溪

碧桂园

（八）B236路：

去向：贵铝文体中心……公园中路———松山南路②

回向：松山南路②———松山南路口———花果园购物中

心———花果园双子塔①———野猫井……贵铝文体中心

（九）210路：

去向： 花果园双子塔①———兰花广场———遵义中

路———延安南路（北）———延安南路（中）———甲秀南

路（北）……青岩

回向：青岩……中央公园———中山中路———花果园

双子塔①

（十）34路：

去向：中山中路———花果园湿地公园①———花果园

购物中心……红岩桥

回向：红岩桥……花果园购物中心———花果园湿地

公园③———中山中路

（十一）40路：

去向：花果园中央公园———遵义中路（北）———中

山中路———花果园湿地公园②———花果园金融街……

大营坡

回向：万江小区……花果园购物中心———花果园湿

地公园③———中山中路———遵义中路（北）

（十二）221路：

去向：小车河枢纽———延安南路（中）———延安南

路（北）———中山中路———花果园湿地公园①———花果

园购物中心……大凹

回向：大凹……花果园购物中心———花果园湿地公

园①———中山中路———延安南路 （北）———延安南路

（中）———小车河枢纽

（十三）261路：

去向：贵阳北站……———遵义中路———花果园湿地

公园②———花果园购物中心……火车站

同向：火车站……花果园购物中心———花果园湿地

公园②———遵义中路……贵阳北站

（十四）308路：

去向：蔡家关(公交首末站)———甲秀南路(北)———

公园中路———花果园湿地公园②———花果园购物巾心

……邮电大楼

回向：邮电大楼……花果园购物中心———花果园湿

地公园②———公园中路———甲秀南路(北)———蔡家关

（十五）312路(环行)：

阿哈湖湿地公园……中央公园———中山中路———

花果园湿地公园①———花果园购物中心……花果园湿

地公园①———中山中路———中央公园……阿哈湖湿地

公园

（十六）313路（环行）：

阿哈湖湿地公园……遵义中路———花果园湿地公

园②———花果园购物中心……花果园湿地公园②———

遵义中路……阿哈湖湿地公园

（十七）49路：

去向： 阿哈湖湿地公园……公园中路———兰花广

场———花果园大街……大营坡

回向：大营坡……花果园大街(东)———花果园购物

中心———花果园湿地公园②———公园中路……阿哈湖

湿地公园

（十八）73路：

去向：中山中路———花果园双子塔②———花果园大

街———花果园大街(东)……煤矿村

回向：煤矿村……花果园购物中心———花果园湿地

公园③———中山中路

（十九）47路：

去向：国际城———太慈桥———新发装饰市场———花

果园大街———松花路———半山小镇……石标路口

回向：不变

（二十）245路：

去向： 小车河枢纽———公园中路 (南)———公园中

路———花果园双子塔①———湘雅村……多彩贵州城

回向：1958文化园……湘雅村 (惠隆路左转花果园

大街、 右转遵义中路)———兰花广场———公园中路———

公园中路(南)———小车河枢纽

（二十一）B259路：

去向： 金阳客站……花果园大街 (西)———兰花广

场———松山南路

回向：松山南路———松山南路口———花果园购物中

心———花果园双子塔①———野猫井……金阳客站

（二十二）211路：

去向：花果园中央公园———遵义中路(北)———中山

中路———花果园双子塔①———兰花广场———遵义中

路———延安南路(北)……天河潭

回向：天河潭……延安南路(北)———中央公园———

花果园湿地公园———花果园中央公园

（二十三）B242路：

去向：阿哈湖湿地公园……花果园中央公园———遵

义中路 (北)———中山中路———花果园大街———松花路

……盘江路口

回向：盘江路口……花果园购物中心———花果园湿

地公园①———中山中路———遵义中路(北)……阿哈湖湿

地公园

（二十四）35路：

去向：松花路———花果园购物中心———花果园双子

塔①———湘雅村……红岩桥

回向：不变

(二十五)夜间 12路：

去向： 贵阳北站———松花路———花果园购物中

心———花果园双子塔①———新发装饰市场……新村

回向： 新村……四医———花果园大街———松花

路———贵阳北站

根据施工进度，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对施工区域周边

道路交通组织进行局部调整， 请广大驾驶人注意交通标志

的变化，有序行车，谨慎驾驶。

施工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

��������特此通告

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2019年 8月 12日

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关于轨道交通 3号线花果园东站、松花路站在

花果园片区施工期间调整交通组织的通告

本报讯 据贵阳市公安交通管

理局消息，轨道交通 3 号线花果园

东站、 松花路站拟于今年 8 月 17

日零时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进行施工。 为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

和周边道路安全畅通，将对花果园

片区的中山南路、惠隆路、花果园

大街、松花路等道路交通组织进行

调整。

其中，中山南路(松花路至惠隆

路段)、惠隆路（中山南路至花果园

大街段)、花果园大街(惠隆路至松

花路段)、松花路(花果园大街至中

山南路段)调整为单向通行，具体调

整信息见公告。 请广大驾驶员按照

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行车， 否则将依

法进行处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禾稼)

包括中山南路、花果园大街等，目的是为了配合轨道交通3号线站点施工

花果园 多个路段变单行线

本报讯 8 月 13 日， 市公安交

管局发布消息， 从 8月 18日起，云

岩区大同街、 飞山街等路段交通组

织将发生变化。

据了解，为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缓解交通拥堵， 市公安交管局决定

自 8月 18日零时起， 对大同街、龙

井路、 沙井街和飞山街的交通组织

进行调整。

其中，大同街、龙井路、沙井街

（中华路至鸿祥大厦通道段）将调

整为单向通行路段。 具体为，大同

街禁止机动车由沙井街往太平路

方向行驶；龙井路禁止机动车由中

华路往太平路方向行驶； 沙井街

（中华路至鸿祥大厦通道段）禁止

机动车由鸿祥大厦通道往中华路

方向行驶。

另外， 飞山街将恢复为双向通

行道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强）

本报讯 昨日， 贵州高速遵义营

运管理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贵遵

高速遵义段将从明日起，开始为期 10

个月的大修。届时，部分路段将封闭施

工。 当天，交警部门发布了绕行方案。

据介绍，此次维修路段，起于遵

义与贵阳交界处的播州区乌江镇核

桃箐， 止于红花岗区遵义南收费站

（忠庄），全长 51 公里。 全线各类桥

梁 82座，隧道 2 座。 这一路段，也是

1997 年原贵遵高等级公路建成通车

后，首次进行的大规模全程维修。

据施工方介绍， 从 8 月 15 日开

始，将对核桃箐到播州区三合镇路段

共 26公里实施分段维修。 施工期间，

交通为半幅双向通行， 工期预计国庆

节前结束。 10月 9日起，三合镇到播

州区龙坑办龙坑互通路段共 20公里，

将继续实施分段维修。 期间部分路段

将封闭， 广大驾驶人可绕行遵义一环

高速通行。 剩下的最后 5公里即龙坑

互通到忠庄路段，也将采取借道通行。

当天，遵义交警高速一大队发布

绕行提示称，在施工期间，贵阳至遵

义、重庆方向车辆，可绕行贵遵复线、

杭瑞高速、绕城高速，尽量避开上述

施工路段，以免造成拥堵。 为不影响

国庆期间市民出行， 国庆长假期间，

该路段将停止施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云岩区多路段交通组织调整

贵阳至遵义、重庆方向车辆，可绕行贵遵复线、

杭瑞高速、绕城高速

贵遵高速遵义段明起维修

即将进行修复的路面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