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月 24日， 记者从贵

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南明区分局相

关部门获悉， 为进一步疏通南岳山

隧道交通，南明交警多措并举，使得

相关道路的交通事故发生率有所下

降。

据介绍， 南岳山隧道位于南明

区中环路南段，是连接云岩区、南明

区、双龙新区的重要连接线，早晚高

峰车流量特别大， 加上驾驶员随意

在隧道内变道， 经常引发交通事故

进而造成交通拥堵。

目前，交管部门在隧道进口和

隧道内加装了禁止变道标志，并安

装监控抓拍摄像头， 严控车辆违

法；在隧道进口和隧道内施划纵向

减速标线（俗称“鱼骨线” ），降低

事故发生率；在匝道交会处安装柔

性反光柱，避免由于匝道内车辆变

道交会时速度过快引发交通事故；

视频 24 小时关注隧道情况， 并建

立巡逻观察哨，安排警力对隧道定

时巡查。

经过一系列的“组合拳” 后，南

岳山隧道因突发情况出现 “肠梗

阻”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佳艺）

“为了方便居民办事、给居民提

供更大的活动空间， 嘉润路居委会

预计将在 2022年 4月，由蓑草路 26

号搬至首钢贵州之光 11 号地块，也

就是永宁路 2�号。 新的居委会办公

面积将由原来的 128 平方米扩大到

470平方米， 并配备了社区文化站、

居民活动室、会议室等。 今后，辖区

居民再来办理业务， 会有更好的体

验。 居民们开展文化娱乐生活，将不

会再受场地制约了。”嘉润路社区书

记陈锦瑶告诉记者。

针对居民蒋喜强的期待， 陈锦

瑶表示，为满足居民文化活动需求，

计划在首钢 6 号地块也就是地铁 2

号线贵钢站 B 出口的位置， 设立街

道综合文化服务站。 该服务站占地

300多平方米， 配有图书室和电脑，

可供居民借阅书籍和上网查阅资

料，同时配有彩排室，可供居民彩排

节目。 居民还可以在活动室里打乒

乓球、下象棋、下围棋等，能满足日

常文化活动需求。

“首钢贵州之光红星美凯龙正

对面的爱琴海购物公园里将有永辉

超市入驻， 面积有 4400 平方米，预

计明年年底可投入使用。”爱琴海购

物公园招商负责人王琪告诉记者。

“油榨生活圈共涉及 9 个村居，

其中油榨街道 7个居委会、云关乡 1

个村、 二戈寨街道 1 个居委会共

3.535 平方公里 、13022 户 、32041

人。 油榨街道办事处下辖 152 个院

落，其中 100个是老旧小区。 ” 油榨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唐立云表示，为

了提升辖区居民 15 分钟生活圈的

生活质量， 街道办事处已将 100 个

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纳入工作计

划。 从青年路沿线老旧小区开始，逐

步向纵深推进， 绿植补种、 管网铺

设、外立面清洁、小区路面硬化，增

设休闲娱乐场地的同时， 将引入现

代化物业管理， 让老旧小区的居民

能同享文明城市的福利。

“居委会就像居民的大管家，

平时举办什么活动或是办理相关

业务，都要往那里跑。但是辖

区居委会离我们家可不

近，步行单边要走上 20

多分钟。不仅离家远，

辖区居委会受场地

限制， 每次举办活

动， 都感觉非常局

促。 ” 家住首钢贵州

之光 6 号地块 1 栋 1

单元的瞿晓玲表示，如

果居委会能离她家近一点，

场地更宽敞一点， 增加一些供

居民休闲娱乐的功能，那就更好了。

家住首钢贵州之光 6 号地块 3

栋 1 单元的蒋喜强从新闻上得知，

除寄宿制中小学学生住宿期间和特

殊教育学校以外的贵阳市公办学校

的体育设施应当向社会开放， 心里

很是高兴。但短暂的开心之后，一个

现实问题出现了。 “校园体育设施

向普通市民开放，确实是好事情，但

周一到周五学生要使用， 而锻炼又

不可能只集中在周末开展。 ” 蒋喜

强希望， 在家的附近能有一个不光

是周末才能休闲锻炼的场所。

“近一点的小菜场，菜品单一，

菜品丰富的大菜场离家远。 ” 家住

首钢 6 号地块 6 栋的刘英告诉记

者，每次买菜，她都需要做“选择

题” ：位于冶金路的金宏农贸市场，

菜品丰富， 但步行需要至少 20 分

钟，而蓑草路上的虹桥新村农贸市

场步行虽然不超过 15分钟，但是菜

品比较单一。 如果能同时满足离家

近、品种丰富、环境舒适这些条件，

那就太好了。

朱师傅告诉记者，他在油榨街

骐宝苑住了十多年了，由于没有物

管，小区里野广告到处贴，出入人

员复杂，安全系数低；花坛无专业

人员打理， 居民自发种植的植物，

杂乱无章；每天只有工人清运小区

里的垃圾，日常维护跟不上，居住

体验感是一年不如一年。

油榨街道地处南明区

东部，辖区面积 8.28 平方

公里， 辖 16 个社区居委

会，13 路 2 街 6 巷，152 个

居民院落 495 个楼栋，户

籍人口 50113 人， 常住人

口 56793 人。

围绕教、业、文、卫、

体、老、幼、食、住、行，油榨

生活圈现有小学及初中 4

所，综合文化服务站点 12

处，卫生服务中心、站点 3

个，运动场地 5 个，养老机

构 1 个， 公立幼教机构 7

所。 餐饮设施方面主要分

布在油榨街、花冠路沿线。

配套方面有银行 11 个、垃

圾收集转运站 9 个、

公共厕所 16 处、

应急通道 7 条、

防灾设施 14

个，公交站点

6 个、 地铁出

入口 6 个，生

鲜、农贸、惠民

市场 9 个。

根据市委“一

圈两场三改” 的工作要

求， 纳入南明区试点的油

榨社区居民， 在原有基础

上， 对未来生活圈还有哪

些新期待， 记者进行了采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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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交警加装禁止变道标志、安装抓拍设备、划“鱼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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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地震局

获悉，11 月 24 日 17 时 16 分在贵

州贵阳市修文县龙场街道附近（北

纬 26.87 度，东经 106.68 度）发生

4.6级地震，震源深度 10公里。

地震发生后，贵州省地震局快

速启动地震应急预案，迅速开展应

急处置，立即派出地震现场工作队

赶赴震区开展工作。 目前，工作队

已到达现场。 据现场调查了解，本

次地震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没有房

屋倒塌，但有部分房屋出现开裂和

掉瓦的情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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