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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园交通整体优化提质
市民出行更方便
记者体验：早高峰进出花果园
9 月 9 日清早 8 点， 贵阳市
下起了雨， 增加了早高峰的出行
压力。 记者兵分三路，对花果园交
通情况进行了亲身体验。
第一组记者从盐务街经枣山
路、中山南路前往花果园大街，一
路较为畅通， 通行时间为 25 分
钟； 第二组记者从观山湖区经贵
黄路、五里冲、公园中路前往花果
园购物中心， 在五里冲遇到交通
缓行，通行时间为 50 分钟；第三

组记者从花果园半山小镇出发，
经中环路前往观山湖区， 在半山
小镇进入中环路路口处同样遇到
缓行，排队等候时间约为 7 分钟，
全程通行时间为 45 分钟。
“
其实还好，现在花果园通畅
多了。 ” 家住花果园 M 区的孟女
士在中华路一公司上班， 每天上
下班时花在路上的时间不到 40
分钟，“
遇到的短暂堵点， 主要是
在高峰期进出花果园的几个路口

上。 ” 孟女士表示，对于花果园的
交通情况， 她感到近年来变化比
较明显。
开车已有七年的出租车驾驶
员李师傅告诉记者， 他觉得花果
园的交通得到了提升， 不少新修
的匝道缓解了进出花果园的交通
压力。 “比如从中环路进公园中
路，延安南路进贵黄路，现在都新
修了匝道，车辆沿着匝道，直接就
能进出花果园了。 ”

■核心提示： 根据贵
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消息，自
8 月 17 日起，由于轨道交通 3 号线花果园东
站、松花路站开始进行施工，为确保施工的顺利
进行和周边道路的安全畅通，花果园片区内的中山南
路、惠隆路、花果园大街、松花路调整为单向通行。
花果园， 作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每
天进出机动车数量达到 10 万车次、非机动车进出数量超过
6 万车次，在贵阳市的交通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样的改
变，是否会增加花果园的交通压力？
9月 9 日，记者对花果园内交通情况进行了实地走访。 贵
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南明区分局七中队民警任海表示，今
年以来， 交警部门已经联合花果园物业对花果园片区交
通组织进行了三次优化，缓解花果园交通压力。 “
大单
行” 的举措改变，不仅不会“造堵” ，反而起到了提
升出行效率、缩短出行时间的作用。 而未来，伴
随着轨道交通三号线的建设开通， 花果
园在全市立体交通格局中的枢纽
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记者了解到，李师傅所说的
两条匝道均在去年 8 月 1 日正式
通车。 其中，中环路接公园中路
匝道缓解了进出花果园“腹地”
的通行压力；延安南路接贵黄路
匝道让花果园 R 区、T 区以及 Q
区等区域的业 主 通 过 前 行 几 十
米的回转车道，就能驶入贵黄路
的进城向。 两 条 匝 道 的 建 成 通
车，让花果园接入城市交通的方
式更加多样。

交警部门：“快出慢进” 优化交通组织结构
据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南
明区分局七中队队长陈 飞 飞 介
绍， 花果园片区的出行压力主要
集中在三个时间段： 一是 7 点 40
分至 8 点 40 分的早高峰阶段、二
是傍晚 5 点半至 6 点半的晚高峰
时间、三是夜晚 8 点至 11 点。“
花
果园片区集美食、娱乐、购物为一
体，晚上有很多人出行，造成花果
园会有夜晚出行高峰这一特别的
情况。 ” 陈飞飞告诉记者，每天民
警值班都要安排至晚上 11 点，守
护着市民出行、归家。
为提升花果园城市道路交通
品质，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交
警部门联合物业、社区，按照“快
出慢进” 的原则，不仅安排了警

力、 协勤人员对拥堵路段交通进
行疏堵， 还对花果园片区交通组
织进行了三次优化提升。
半山小镇是花果园的 “
西大
门” ，又是延安南路、松花南路两
条主干道与中环路的交会处，周边
涉及花果园 X 区、V 区、W 区等多
个居民区。 早高峰期间，原有的三
条车道已不能消化交通压力。
为此，今年 4 月，经有关部门
批准，南明交管分局七中队将半山
小镇进入中环路路段的三车道改
为了四车道；8 月， 又在该路段再
增设一车道，并在路面上标示了导
向箭头，避免车辆行驶出错。 根据
观察，这样的改变让半山小镇路口
早晚高峰提前结束，早高峰从原来

的 9 点提前到 8 点 30 分， 晚高峰
从晚上 7 点提前到 6 点 40 分。
为避免拥堵情况发生， 南明
交管分局七中队在晚高峰时段对
中山南路路口交通灯配置进行了
优化调整： 原来红灯只有 30 秒，
绿灯时间较长，经过调整后，红绿
灯时间保持了平衡， 使车辆能有
序进入中山南路， 给拥堵路段提
供了缓冲时间。
另外， 南明交管分局七中队
还通过安装自动抓拍摄像头、设
置移动抓拍车、新增 60 组震挡标
线等方法，对花果园内违停、车辆
噪音污染等情况进行整治， 保障
片区内车辆的安全文明驾驶，进
一步提升了花果园的交通环境。

物业公司：助力交通环境 提升居民出行体验
9 月 1 日清晨 6 点，花果园物
业工作人员和施工人员来到 J 区，
在小区门口 新 铺 设 一 条 总 长 约
600 米的沥青路，该项工程仅用了
18 个小时就顺利完成。 9 月 3 日，
物业项目部又联合施工单位在路
面上增划了交通标示线， 方便来
往车辆的通行。
这一次的道路升级改造，是
花果园区域品质提升工程的组成
部分。 为了提升居民的出行体验，
在政府、交警部门的指导下，花果

园物业开展了一系列改善片区交
通环境的工作， 停车场品质提升
便是一个例子。
“
停车场不仅是业主居住不
可缺少的设施，而且还能‘消化’
花果园的出行车辆， 缓解交通压
力。 ” 据花果园物业工作人员介
绍，去年，花果园在区域内停车场
入口路面、停车场内增设了 18000
多块导视牌， 即便是第一次来到
花果园的车主， 也能在导视牌指
引下，快速找到停车位。

今年， 花果园物业通过无感支
付、 色彩分区等方式对区域内各个
停车场进行了改造提升。 改造之后，
高清摄像头可自动进行车辆识别，
进而连接系统自动扣费， 闸机自动
抬杆放行， 通行效率大为提高。 另
外， 物业人员还在停车区域涂上不
同颜色，便于车主停车、找车。
“
现在朋友来家里玩停车很
方便，看导视牌，记住停车区的颜
色，就能找到车位。” 家住 S 区的张
先生对物业的这项工作“
点赞” 。

在改善停车环境的同时，花果
园还对区域内道路的 “
局部微循
环” 进行了提升。 目前，中环路接
公园中路匝道口中段一条进入 M
区 1~4 栋停车场的通道已经铺设
好沥青并开通。 从中环路、五里冲
等方向来的车辆，不用再前往公园
中路调头，就能直接进入停车场。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花果园
还将对 L1 区、M 区停车场进一步
优化，让业主感受“局部微循环”
优化带来的便捷。

花果园：打造立体交通体系 建设畅通路网
据媒体报道，轨道交通三号线起
于花溪区桐木岭站，止于乌当区洛湾
站，共设车站 29 座，其中，花果园将
设花果园西站、花果园东站、松花路
站 3 座车站。
如今的花果园， 已经发展成设施
现代、布局完善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每
天来到这里的人群、车辆络绎不绝。 这
样的景象，让花果园居民罗志强心生感
慨：“
和原来比，变化真的太大了！ ”

罗志强是彭家湾棚户区改造项
目中的回迁户。 他告诉记者，旧城改
造前， 进出花果园主要依靠贵黄路，
“路上随意穿马路的人到处都是，经
常发生交通事故，附近的农巷，一下
雨地上全部是泥巴，路又窄，大家都
不愿走。 ” 如今，罗志强口中的惠农
巷已经被 30 米宽、 双向六车道的遵
义中路代替，花果园的交通也随着旧
城改造项目发生了巨大变化。

记者了解到，花果园项目在规划
初期就对片区内的交通组织进行了
精心设计。 其打造的“六横六纵” 12
条主干道， 在花果园项目内纵横交
错， 既解决了花果园内部的交通疏
导，又与贵阳主干路网“十六射线”
紧密相连，补充了贵阳各个板块通行
路网。 同时，花果园采取了“公共交
通优先 + 道路快速通行” 的模式进
行交通规划，整体打造涵盖城市轨道

系统、城市公交系统、城市快速公交
BRT 系统、城市道路系统、公共立体
交通人行慢行系统、地下交通系统等
为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
这样的规划进一步“
升级” 了过
去贵阳老城区的交通格局，让市民的
出行有了更多选择。 例如，原来从两
城区到花溪，只有花溪大道或者甲秀
南路可走，使得湘雅村、都市高架桥
成为交通拥堵点。 花果园的路网规

划，让公园中路、中山南路成为前往
花溪的又一便捷通道。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花果园片
区交通状况的改善提升将对缓解贵阳
老城区的拥堵发挥很大的作用。 伴随
着轨道交通时代的来临， 在贵阳市未
来的立体化公共交通格局中， 花果园
的交通枢纽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文字 李慧超 摄影 张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