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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市召开治堵工作进展情
况汇报会，听取市治堵办及各成员单
位牵头的各项治堵攻坚任务推进情况
汇报，并对下阶段工作进行部署。市
委常委杜年胜要求各单位继续鼓足干
劲、增强信心、打好治堵攻坚战，再
掀工作新高潮。

今年以来，我市以道路交通秩序
综合治理工作为主抓手，积极开展交
通治乱、堵点破解、工程治堵“三大
攻坚”和公交服务能力提升、交通文
明素质提升“两大提升”行动，集中
力量解决影响道路交通秩序的突出问
题，道路交通拥堵现象明显减少，市
民出行满意度显著提高。

交通治乱，严管严治

“治堵先治乱”，4月25日，全市
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工作动员会召
开后，全市各部门、各乡镇一起吹响
整治号角，以“车乱开、车乱停、人
乱行”3类交通乱象治理为重点，集中
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公安部
门整合交警、派出所、巡特警等基层

警力，全警发动、全员上路，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各司其职、
通力合作，严管重罚、全力整治机动
车、非机动车及行人交通违法行为。
为实现违法整治全覆盖，全市加大科
技项目运行，目前已累计安装测速、
未礼让行人、违停抓拍等各类监控设
施 320套，主城区和各乡镇主街道违
停抓拍覆盖率达 100%。截至 8月底，
全市共现场查处机动车违法行为43000
例，非机动车违法行为 18500例，行
人违法行为 7例。下阶段，我市将进
一步强化严管措施，加大“天眼”抓
拍和人脸识别手段运用，对经核实的
交通违法行为将在《今日玉环》、“无
限玉环”等媒体开辟专栏实名曝光，
提高执法震慑力。

堵点破解，全力保畅

编制《市域综合交通规划》，开展
新老城快速通道建设前期研究，力争
实现“外城环、内城网”的交通格
局，实现规划治堵保畅。确定“五大
堵点”和 15 条重点道路，开展堵点

“清零”专项行动，重点突出当前群众
反响最为强烈的区域整治，采取改造
路口、封闭道口、拆除绿化、增加车
道和科学隔离等措施，提升道路通行
能力。组织玉兴东路隧道、龙门路、
广陵路改造、人行天桥等交通治堵攻
坚项目建设，实施挂图作战，工程治
堵保畅。积极推进公共停车场位建
设，合理施划停车位，规范车辆停放
秩序；完善城区智能停车系统，全面
实施城区差异化停车收费政策；启动
立体停车库建设，并通过商住楼配
建、旧小区停车位改造等举措，拓展
停车空间。

公交优先，绿色出行

积极提升公交出行便捷性，今年
以来，共新建和改造公交站点 10个，
新增清洁能源出租车 58辆，新增清洁
能源公交车 18辆（另 37辆已在生产，
将陆续进场）；优化调整城区 101路、
106路公交线路，并实现公交车移动支
付全覆盖。提升公交服务智慧性，开
发完善“便民玉环APP”，实现公交、
公共自行车手机实时智能查询。提升
公交服务普惠性，继续实行 60周岁以
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政策，推出
公交优惠乘坐、公交免费体验日等激
励措施。提升公共自行车系统，借鉴

“共享单车模式”，新增公共自行车无
桩式站点 169 个，新增公共自行车
1200辆，主城区公共自行车站点实现

无桩及“便民玉环 APP”扫码借还
车。同时，积极推行人行道改造提升
工程，规划设置专门的城市绿道，倡
导绿色、低碳、环保出行。

强化宣传，提高素质

组织开展“人人参与、参与为
我”深化“百万群众当交警”行动，
动员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每天以早晚高峰岗的形式，在全
市 30个主要交通路口参加“我为交通
站一岗”文明劝导活动，通过体验
式、沉浸式执勤，提升全民安全文明
出行意识，5月中旬至今，共有 4200
余人次参加该项活动。市文明办、教
育局、交警大队、治堵办等单位分别
牵头组织开展了“文明礼让斑马线”

“小手拉大手，春风护畅”“家·校·
警”联动、“交通治堵金点子”“交通
治堵民选民评”等活动，各新闻媒体
也专门开辟“交通治堵·文明出行”
等专栏进行宣传，在全社会营造了全
民关注治堵、支持治堵的良好工作氛
围。针对公职人员开车不礼让行人、
闯红灯等不文明行为，我市继续实行
集中约谈曝光机制，今年以来，共抄
告曝光各类交通不文明行为 8 个批
次，涉及公职人员共 578人次、公车
24 辆，其中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78
例，机动车闯红灯 4例，集中约谈 2
次。

9月 1日，我市公交车支付宝系统
支付功能开始试运行，标志着继市民
卡、便民玉环APP渠道支付外，全市
公交车移动支付系统又将新添一员。

据交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为引
导群众绿色、低碳出行，市交通运输
部门积极推动公交线路移动支付功能
多样化，在1月底完成全市城市公交车
移动支付功能全覆盖 （“便民玉环
APP”扫码移动支付） 的基础上，今

年5月开始又着手对刷卡机具进行升级
改造，将由支付宝出资 150万更换 610
台公交刷卡机具，力求实现公交车支
持市民卡、“便民玉环 APP”、支付
宝、银联等多渠道支付，一年后支持
微信支付乘坐公交车。目前支付宝系
统调试完成并启动试运行，将于今年
10月正式运行。

据悉，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部
门还积极采取其他措施提升公交服务

能力，助力交通治堵。一方面，抓好
公交站点建设，今年分别在沙门镇中
滨路、龙溪镇龙翔路、玉城街道环岛
西路新建 12座（其中港湾式 9座）城
市公交站点，为群众出行提供贴心服
务。另一方面，优化调整公交线路，3
月15日起城区101、106路公交线路执
行新线路运行图，101路改线走玉兴东
路、广陵路、珠城东路，106路取消城
关镇小拥堵点，改线走外环西路、车

站南路、长乐路，新增三合潭花园
东、章家新区、玉环大剧院 3个站点，
做到了统筹考虑城市发展和社会公众
出行需求，方便市民出行。同时，争
取市级财政预算资金600万元继续实行
6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政

策，得到广大百姓一致叫好。

市交通运输局 黄琴

完善公共出
行方式，是交通
治 堵 的 重 要 内
容。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积极创新
租车方式，推行
无桩式公共自行
车建设，截至目
前，城区公共自
行车共计 269 个
站点，投放智能
锁 公 共 自 行 车
2000辆，公共自
行车租用量达到
74.95 万 人 次 ，
有效倡导了绿色
出行理念。

据悉，近年
来，公共自行车
租借一般采用有
桩公共自行车和
无桩共享单车模
式两种方式，传
统的有桩位公共
自行车虽然管理
相对有序但用户
便捷性体验感不
佳，而市场上兴
起的无桩共享单
车虽然便捷但存
在乱停乱放、管
理无序、车辆安
全 隐 患 多 等 问
题。为全面破解
难题，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对玉环
城区公共自行车
站点桩位及自行
车 进 行 有 机 更
新，将原有的有桩位系统改造为无桩位系
统，不仅节约了造价成本、缩短了建造时
间，还减少了占地使用面积。该项目自 2018
年 7月份开始准备工作，今年上半年，对城
区人流量多的重点区域进行公共自行车站点
选址，并落实智能锁公共自行车投放工作，
目前该系统已基本满足市民的租车需求，方
便了广大市民的出行。

我市公共自行车主要采取 3 种租车方
式：一是直接持市民卡免押扫码租借，本地
市民可办理市民卡租借；二是下载“便民玉
环APP”进行租借。有本地市民卡的，直接
下载“便民玉环APP”，注册登记成功后即可
免押扫码租车；无本地市民卡的，下载“便
民玉环 APP”后，点击注册“电子市民卡”
成功后，在满足押金至少 200元的前提下，
即可扫码租车。三是支付宝扫码租借方式。
只要支付宝芝麻信用分满 550分的，即可扫
码免押金租借。该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下阶
段可以使用。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叶善第

进一步解决
城区停车位数量
不足的问题，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通过商住楼配
建、旧小区停车
位改造等举措，
积极拓展停车空
间。

自去年年底
开始，该局通过
踏勘、选点，完
成吾悦广场、华
鸿二期地下停车
库新增配建 2000
余 个 。 今 年 以
来，又重点推进
老旧小区停车位
改造，启动坎门
新世纪小区停车
位二期改造等工
程。坎门新世纪
小区停车位二期
改造工程投资额
约45万元，由玉
环经纬市政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承
建，6 月份进场
施工，经过 3 个
月的顶烈日、抗
台风、赶进度，
8 月底已基本完
工，新增改造停
车位80余个。笔
者在施工现场看
到，停车位植草
砖已铺好，绿化
改造已完成，工
程已进入扫尾阶
段，预计 9月上
旬正式全面投入
使用。

“以前小区
乱停车现象比较
多，很多车主都是见缝插针，出门办点事一
想到回来该怎么停车就头疼，还不如骑电动
车呢，特别在早高峰、晚高峰车流人流量大
的时候，小区门口交通秩序混乱，停车矛盾
突出。”小区居民说：“现在新增了这么多车
位，缓解了我们小区以及周边群众停行两难
问题，我们都很欢迎。”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吴松键

今年以来，根据全市道路交通秩
序综合治理行动工作方案的总体部
署，市交警大队紧盯治堵治乱工作目
标，全力以赴抓实六项“常态化”工
作举措，严管交通秩序、严查交通违
法、严治交通乱点，当前城区道路通
行明显加快、堵点明显减少、秩序明

显好转、守法率明显提升。
全员参与常态化。启动“我为交

通站一岗”路面执勤劝导活动，组织
机关干部、新学员、记满 12分驾驶员
和申请减分驾驶员等社会各界志愿者
队伍，积极参与交通治堵治乱攻坚行
动，每天早晚高峰期在城区广陵路、

城中路等8个重要交叉路口，协助交警
管理、纠正行人闯红灯、骑电动车不
戴头盔等行为，形成全民参与、齐抓
共管的良好格局。截至 8月底，共有
168批次、2156人次参与路面执勤。

严管严治常态化。严管违法停
车，对在严管区域内违法停车的，一
律处以100元罚款，记3分，利用科技
设备抓拍违法停车36107例，现场抄牌
违法停车 43000 例，强制拖车 110 辆
次，有效减少路面车乱停现象，极大
提高通行能力。严治小微车辆，对未
戴头盔、闯红灯、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的电动车一律扣车，共查扣二、三轮
电动车18500辆次，拆除遮阳伞860余
顶。严查未礼让行人，设立礼让行人
提示牌120余块，安装未礼让行人抓拍
设备 8 套，非现场录入未礼让行人
2800余例，开展现场查处未礼让行人
专项行动 23次，现场查处未礼让行人
违法行为 833 例，一律予以罚款 100
元，记3分。严打失驾酒驾，运用“天
眼工程”高科技手段，拘留失驾人员
136人，对酒驾始终保持“零容忍”，
常态开展夜间禁酒驾工作，共查获酒
驾268例、醉驾63例。

宣传曝光常态化。积极邀请玉环
市内主流媒体记者参与路面整治随警
报道，借助玉环发布、玉环公安、玉
环交警等新媒体开展严重违法大曝光
33期 583多人次。配合市文明办对涉
及严重交通违法的公职人员997辆次予
以公开曝光，对有多次违反规定的 45
家单位和28个人进行集体约谈。

堵点治理常态化。围绕榴岛大
道、绕城公路、吾悦广场等堵点乱
点，一方面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路
段、路口合理改造，施划标线，清理
占道经营、违法停车等交通乱象。另
一方面，在实验学校、白岩市场设立2
个智能岗亭，安排铁骑队员常驻现场
进行管理，做到“早上岗、早执勤、
早疏导”，一旦发现轻微事故或者拥堵
苗头，马上组织开展路面疏导，避免
拥堵情况加重。

执勤增量常态化。每天抽调交警
大队机关 4组警力支援市区交警中队，
在早上 6点半至 8点半、晚上 6点至 8
点两个早晚高峰期间，延长工作时
间，突出两个早晚高峰期的路面管
理，最大限度把警力投向路面，确保
路面不失控。

科技拓展常态化。加快全市第三
期视频监控建设，在城区安装智能斑
马线和非机动车人脸识别系统，加大
电子警察、视频巡逻、违停抓拍、未
礼让行人抓拍等科技项目的运行，目
前全市已累计安装测速、未礼让行
人、违停抓拍等各类监控设备达 320
套，主城区和各乡镇主街道违停抓拍
覆盖率达100%。

交警大队 应长国

持续开展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
再掀治堵保畅工作新高潮

市交警大队:“六项常态化”
推进交通秩序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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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部门：
着力提升公交服务能力 方便市民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