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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我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题询问，省公安厅负责人表示

清理整顿电动车行业
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曹飏 陈敏 张英

校车管理不规范 ，如何保障
孩子出行安全？ 货运车辆超载现
象比较严重能否从源头上治理？
交通拥堵问题突出如何缓解 ？
……7 月 30 日下午，省人大常委
会举行我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题
询问，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省教育
厅 、 省安监局等单位有关负责
人，针对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特
邀省人大代表提出的焦点热点
问题一一作答。

关键词：道路和安全设施建设

道路和安全设施
建设 “三同时 ”规定如
何落实？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毕华：我省高速公

路，包括刚建成通车的海屯高速公路还有
已经通车多年但未进行竣工验收的海口
绕城高速公路、三亚绕城高速公路，以及
部分国道、省道、乡村道路仍然存在安全
设施不够完善、 管养还不到位的问题，一
些村口、路口安全警示标志和标线不够齐
全。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进
一步落实道路和安全设施建设 “三同时
（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的
规定？如何解决我省目前公路安全设施建
设保养和运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董宪曾： 今年将
同时开工一桥四路， 总投资加在一起近
400 亿元。 落实三通的主要措施为一是
深入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建立台账，制
定符合我省公路的标准， 科学制定改造
方案，编制计划，落实责任人。 二是将公
路安全设施维护纳入公路养护范畴，及
时维修并定期维护更新。 三是积极推进
新技术和信息化手段的应用， 在危险重
点路段设置情报预警板， 预报产生的情
况，随时派出力量救济和维修。交通安全
隐患是“十三五”一项重要的工作，国务
院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专门下过一系
列的意见，明确了目标，通过以上的措施
在制定制度建设标准规划、设计工程、实
施交通验收等方面实现无缝对接， 真正
做到“三同时”，确保公众安全便捷出行。

关键词：电动自行车管理

电动自行车管理
混乱该怎么管？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王传荣： 在海口

中心城区的路口、路段，电动车驾驶人无
视交通法规，闯红灯、逆行、占道行驶等
比较严重。 省公安厅如何加快我省电动
自行车立法？ 如何加强对电动自行车通
行秩序的管理， 严格查处电动自行车交
通违法行为？

省公安厅副厅长李洪：去年1月份省
人大常委会五届六次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法的办法》， 这些规定和办法的出台，对
保障公安交警执法提供了很多法律依
据。 去年省公安厅再次对这个电动车规
定做了补充完善，也提交至省政府，本来
想列为今年的立法计划， 由于今年的立
法计划资源有限，没有列上，所以下一步
还会积极推动立法。

下一步省公安厅将会继续指导海
口市公安局开展电动车综合整治 。 省
公安厅正在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开展夏
季交通整治 ， 重点把电动车作为整治
的工作 。 一是要提请省政府进一步促
成立法 ， 二是加大对电动自行车的管
理 ， 三是和有关职能部门配合共同做
好电动自行车行业的清理整顿 ， 从源
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关键词：校车安全

校车管理不规范如
何保障孩子出行安全？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黄国泰： 现在学

校没有主动申报校车使用许可， 有的校
车不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农村学生家长
租用小货车、拖拉机、三轮车接送小孩上
下学现象较多，安全隐患较大，一些职能
部门对校车的安全指导和监督管理尚未
到位。 省教育厅如何进一步规范和强化
校车的安全管理？

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 省教育厅将
会同相关部门， 计划从六个方面综合推
进校车安全工作，确保学生的安全。一是
抓工作机制， 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各成员

单位的责任，形成合力；二是抓督查检查
工作，会定期不定期的检查；三是专项整
治，同公安、交通部门开展一系列的专项
整治；四是进一步抓宣传教育；五是抓管
理细节；六是运行模式，优先保障就近入
学。 今年也把校车服务方案进一步写到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案里， 希望市县能够
对校车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依据。

关键词：货车超载

货运车辆超载现
象怎么治？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颜家安： 我省有

相当多货车都是利用凌晨、 中午和夜晚
时段超载运输， 货车超载不仅容易引发
恶性交通事故，而且对公路损坏极大。省
交通厅和省公安厅如何加大对超载货车
的查处力度，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
道路设施的完好？ 有何具体措施从源头

上有效治理货运车辆超载问题？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董宪曾： 将一载

多罚，对承运人罚款、驾驶人扣分，提高
当事人的违法成本，形成不敢超、不敢跑
的态势； 同时在源头上治超， 严管货源
点；充分整合工信、工商、公安等部门的
资源，加强超载的管理，把源头治理提高
到一个新的水平。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陈鸿飞：
将进一步完善路面执法， 在路面上建立
一些执法检查站， 通过执法检查站发现
路面上的超载车辆， 加强政策的宣传教
育，使货车司机能够树立安全意识、责任
意识和防御意识。

关键词：交通拥堵

城市交通拥堵问
题突出如何解决？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李灼日： 交通拥

堵主要是现代化城市快速发展造成的，
省委省政府近几年来在道路基础设施建
设、交通安全整治以及管理方面，都投入
了精力、物力和财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但交通拥堵问题依然突出。引起城市
交通拥堵的问题， 除了一些共性的问题
以外，海南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针对这些
拥堵的主要矛盾， 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
措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陈鸿
飞：海南路网结构 、交通的安全设施 、
管控的能力和管控力度等不足是造成
交通拥堵的几大原因 。 交警部门将建
立城市道路交通评价和分析机制 ，加
快公交设施建设 ，提高公交的出站率 ，
加强科技投入 ， 提高智能化管理交通
的能力和水平 ， 加强城市道路的应急
能力建设 ，致力于快出快回的机制 ，一
旦发生事故，可以快速的进退。 通过这
样的措施 ，要实现常堵的路段不常堵 ，

小堵的路段通过管控不要堵。
省住建厅厅长丁式江： 城市交通拥

堵的问题， 在规划建设管理上存在一些
问题。 下一步住建部门要合理确定中心
城区的功能和定位，科学规划道路，大力
发展公共交通，加强停车设施的建设。基
础设施先行，在做项目的时候，和道路的
基础设施一起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
使用，防止城市项目做好了路不通，或者
是路做好了，项目没有做好。

关键词：驾考管理

如何加快推进考
场建设和驾考改革？
省人大代表毛和顺： 我省不少驾校

出现一辆车一天 20 多个学员排队练车
的情况，而且培训的质量不高，学员通过
考试合格率较低。由于考场容量有限，存
在不少学员等待考试的情况， 西部地区
至今没有设置考场， 学员考试大多数集
中在海口市， 待考人数较多。 我省科目
二、科目三待考人员有积压，对于这些情
况， 将采取什么措施规范驾校机构的建
设，提高培训质量？ 如何通过驾考改革，
加快考场建设，缓解学员的待考问题？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董宪曾： 关于
驾培的管理 ， 海南已经实施了 20 多
年 ，2004 年交通部要求对驾培场地进
行整改 ，落实场地的项目 ，按照不少于
60%沥青硬化， 目前海南省没有完成 。
培训方面学员实际操作少 ， 培训质量
不是很高 ，这容易导致交通的问题 ，同
时一些科技手段也没有应用到位 。 针
对这些问题交通部门投入了 5.6 亿元
改造训练场地和教学设施 ， 对驾培机
构进行检查 ，目前基本完成改造 ，对没
有达到新国标要求的也提出了整改要
求 。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并审查培训记
录 ，把信用考核纳入日常管理的范畴 ，
确保培训学时 ，进行定期考核 ，对驾培
机构的信用进行评价。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陈鸿
飞：2013 年公安部改革驾驶员考试以
后 ，存在驾驶员考试积压情况 ，主要是
科目三的积压 ， 交警部门将进一步消
化积压的学员，尽快安排他们考试 。 督
促驾校尽量提高培训的质量 ， 加快考
场的建设，消化现有的积压学员。 目前
已经采取聘请社会化的考试人员担任
考官，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 科目三目
前只有海口车管所一个考场 ， 从 8 月
上旬开始 ，将在定安开建新考场 ，同时
下半年在五指山还有一个科目三的考
场要开考 ，这几个完成了以后 ，每年可
以满足 40 万人次的考试量 。

专题询问现场 记者曹飏 摄

通信班女兵业余时间丰富多彩
记者曹飏 摄

“1999 年我开始当兵 , 目前已是
第 16 个年头了 ， 我还想继续留在部
队。 ”老家山东的李士勇在当兵的 16
年里 ， 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荣誉 ：11
年及 14 年的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三
等奖和二等奖 ，五次军事专业比武三
次一等奖 ，一次二等奖 ，一次三等奖
……虽然拥有一身的荣誉 ，但李士勇
却觉得遗憾 。 “本来今年是要回家过

春节的 ，但为了参加今年的军事专业
比武 ，我没回家 ，最后我这个专业的
比赛却取消了 。 ” 李士勇说，“自己当
兵 16 年 ， 只有两次春节回家与家人
团聚 ， 就连老婆生小孩自己都不知
道。 ”为了参加比赛，李士勇放弃了这
次回家的机会 ，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
一次参加部队的比赛了。

“战友间的感情是很特殊的 ，每

年看到战友退伍 ，心里很难受 ，今年
可能是我了 。 ” 李士勇说 ，因为父亲
当兵 ，自己很崇拜 ，长大后也进入了
部队 ，一呆就是 16 年 ，现在已经是四
级军士长了。

“我想留下， 但是不知道申请是否
能批下来。 ” 对李士勇而言，部队已经
是他的家了，但是由于部队的人员配比
问题，李士勇将面临退伍。

28 日中午， 记者在部队家属探亲
房看到，不远万里前来深山探亲的军嫂
高爱玲正在厨房包饺子。此次她专门带
1 岁女儿来见丈夫，每天下午母女俩会
早早吃饭，赶在丈夫颜世明训练前陪他
散步。

5 年前，高爱玲与回山东老家探亲
的军人颜世明相识，2012 年，两人走进
婚姻殿堂。 很快，高爱玲就适应了军嫂
的生活。 “我觉得他很勤快， 也有责任
心，所以嫁给他了。”回忆起和颜世明恋
爱结婚的往事时，高爱玲一脸甜蜜。

这是颜世明从军的第 8 个年头，专
业技术精湛。 今年 5 月份，颜世明等 4
人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被送到桂林
进行连续 10 天的强化训练， 包括 5 公
里长跑、 手榴弹投准、400 米障碍等项
目。 训练过程十分严格，然而仅仅差了
1 发子弹，颜世明便与今年赴俄罗斯参
与比武失之交臂。“觉得很可惜，当下那
一刻我就决定明年还要再试一次。 ”颜
世明一脸刚毅地说。

然而面对女儿，颜世明的脸上尽是
疼爱之情。“我都没抱过她几次，一抱就

哭，就怕下次都不认得我了。 ”想到这，
颜世明感到很愧疚。 这时，女儿开始哭
闹，颜世明立即从桌子上拿了个桃子给
她吃。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妻子。”高爱玲
认为， 军嫂只不过是对生活多了些担
当。 他们结婚 3 年相见次数不超过 10
次，在一起的日子只能用天计算。 尽管
婚姻里没有甜言蜜语堆起的娇宠，也没
有陪伴的依靠， 但高爱玲深深的明白，
自己柔弱的双肩挑起家里的大小事，才
能让远方的他放心。

28 日上午，22 岁的女兵刘星琪利
用休息时间，为女兵班队员们吹奏“拿
手绝活”———竹笛。 笛声悠扬婉转，队
员们时不时跟着轻声哼唱。

出现在记者眼前的这几名 90 后女
兵们，是一副清爽和干练的模样，当兵
就是她们儿时的梦想。

2013 年， 在浙江工业大学读大二
的刘星琪来到海南当兵， 转眼即将退
伍。 她感慨而言：“背着钢枪，穿着战靴
的时候， 才能真正感受到责任的重量
……”

这两年， 让她记忆最深刻的是一
次新兵集训。 “3 公里跑 17 分钟及格，
一开始我要跑 20 多分钟。 有一次实在
跑不动了，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两个
战友硬拖着我走完全程。 ” 刘星琪记
得， 当时队长说：“你继续跑下去还有
可能及格，放弃了就前功尽弃了。 ”让
她至今都倍受鼓舞。

李涵芝与刘星琪同一个时间入伍
的，主要负责话务工作，今年她还如愿
考上了军校。 李涵芝戏称在军营里练

就了速抄、“识音辨人”、 速记电话号码
等技能。“总共要背熟两三百个号码，为
了帮助记忆还会考试。 记错一个抄 30
遍，后来加到 100 遍。”李涵芝边说边比
划。有一次为了抄写 2000 多遍号码，李
涵芝加班至凌晨三四点钟。她清楚地记
得，那段时间一个星期可以用完两 3 支
笔芯。

军营位于山脚下，部分蔬菜和猪肉
依靠自给自足。 做饭、种菜、养猪、赶猪
等农活也成了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
“猪经常把粪便拱出来 ， 很臭很难清
理。”女兵谢俊园说，有时候还会遇到各
种蛇虫、牛粪等。 从城市里走出来的她
们，对农活毫无经验，只能在摸索中渐
渐熟能生手。“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什
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谢俊园的这番
话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大山烟雾缭绕， 怎么看都像一幅
画”“一年四季都有各种水果吃”“空气
清新还很凉快” ……深山中的军营，尽
管条件艰苦， 但也赋予了这群 90 后女
兵别样的快乐。

老兵 难舍 16年军营情

军嫂 不远万里前来深山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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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阴雨连绵，淅淅沥沥。 五指山区云
雾缭绕，让人清新静气。 省军区五指山某部就在深
山里长期驻守。 他们不但为国防建设无私奉献，更
是与当地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部队生活
到底是怎样的？ 他们身上究竟有什么鲜为人知的
故事？ 7 月 28 日，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本报
记者来到部队营区进行实地探访。

五指山某部官兵正在进行格斗训练 记者曹飏 摄

清晨 6 时， 嘹亮的军号把沉睡静谧
的军营唤醒，尽管天空还飘着细雨，五指
山某部队副团长田建龙洗漱完毕，在宽
广的营区开始跑起步。 他已经在这里驻
守了 13 年。

部队在这里驻扎之初还是一片荒
山，官兵十里连营，露宿山野，和驻地群众
一起，凭着双手和铁铲钢钎，把一片片乱
石岗变成万亩水果基地。为了解决水果出
山的难题，官兵们修起大大小小 29 座“军
民连心桥”，铺筑了 100 多公里的出山路。

提起自己的兵， 田建龙脸上始终洋
溢着自信的微笑。 今年四月，田建龙带着
四个兵去广西桂林参加比武。 “我对我的
兵非常有信心，也很渴望他们能前往俄罗
斯参加国际比武。 ”田建龙提起当时在桂
林参加比武的几个战士感到很骄傲，“那

几天天气不好，在比武之前战士们也都一
直在当地训练，在太阳下、在暴雨下只要
有时间就在锻炼。 几个 90 后的孩子每天
那么拼，我看着都心疼。 ”最后，前往桂林
参加比武的战士虽然没有被选上，田建龙
感到遗憾却一点也不气馁。 “这是一次很
好的学习机会，他们求战欲望强烈，如果
有机会还会带他们去比。 ”

参军 20 年，一批批战士来到这里又
离开， 田建龙每年都要经历老兵退伍的
感人场景。 田建龙眼眶湿润地说：“老兵
退伍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去送，受不了那
种分别的场景。 ”

“带了那么多兵， 儿子是我最想带却
又带不了的‘兵’。 ”提起儿子，田建龙深感
歉意。 自 2004年结婚至今，田建龙与妻子
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儿子出生后由

妻子和双方父母在老家带着生活。 “平均
每年和儿子最多只能见面两次，每次分别
时儿子总是哭着喊着要爸爸。 ”说到这里，
田建龙低下头，眼里饱含着愧疚的泪水。

2008 年， 田建龙来到三亚火车站送
妻儿回家。三岁半的儿子紧紧抓住田建龙
的手，“爸爸，我不要你走！”儿子一边哭一
边喊，像针一样刺痛着田建龙的心。“你那
眼泪是刀， 每一滴都深深插进爸爸的心
窝；你那哭喊是雷，每一声都让爸爸的世
界地动山摇；你那撕心裂肺悲伤，是爸爸
心底最深处的肝肠寸断。 不再想，摘天上
的星星月亮；不再寻，传说中的天堂；只想
要，每一个白天和黑夜，轻抚着你天使般
的脸庞，听你幸福快乐的喊———爸爸”。送
走妻儿，从三亚回五指山部队的田建龙为
儿子写下了上面的诗。

副团长 儿子是最想带却又带不了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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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兵 “没有困难克服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