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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起半幅封闭改造 绕行方案出炉

星期三

大动作，改造工程 17 日启动
本次改造提升施工全线采取半幅封闭施工，
计划工
期180天，
未封闭一侧实行双向通行，
预计2018年1月上
旬主车道通车，
2018年5月16日前完成整体改造工作。
其中，第一阶段计划先封闭北半幅主车道以及辅
道，预留南半幅主车道和辅道供车辆双向通行，南半
幅道路通行期间为保障行车安全双向通行路段采用
护栏隔离出机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并预留南北半
幅的现状人行道供行人通行；第二阶段：北半幅完工
交通放行后换幅施工，封闭南半幅的主车道和辅道；
第三阶段：主车道全部交通放行后，封闭南北两侧人
行道，进行全面施工。

新生活，机动车道优化为双向 8 车道

机非隔离带效果图

的道路，比如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之间增设绿化隔离
带、保留现有法国梧桐、补植约 182 棵行道树、新增绿
化面积 4840 平方米等。

高颜值，隐形井盖让路面无“疤痕”
合肥市蜀山区市政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长
江西路改造不仅将对交通等“动手术”，还将在细微处
着眼，用“一针一线”绣出精品长江西路。
“每一个小小的垃圾桶都有标准造型，每一个小
小的窨井盖都能穿上外套。”上述负责人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此次将在人行道设立“隐形井盖”，其实就
是将传统窨井盖位置做低，上面再盖上一层花岗岩地
砖，从外面看和其他路面一样平整。
“一旦地下管网出
问题，只要把两层盖子一起打开就能开展检修维护。”
为了保留长江西路浓厚的人文气息，蜀山区将人
行道宽度设置为不少于 4.5 米，让更多市民能够漫步欣
赏都市之美，
人行道面积比当前增加约 2104 平方米。

根据对现状道路调查，本次改造在满足交通功能
的基础上，将重新梳理道路断面，把机动车道优化为
双向 8 车道，修复路面裂缝、处理路面面层并重新摊
铺沥青，使行车平稳、舒适。
地下管网也要做手术
据悉，合肥市蜀山区各部门将通力合作“持针走 有内涵，
线”，让长江西路具备交通功能完善、慢行系统安全、
长江西路两侧均为老城区，如何让老城区拥有
行人出行舒适、绿化景观独特，呈现出一条焕然一新 “年轻态”？蜀山区以道路提升改造为契机，在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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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对地下管网的检查和修补工作，让道路既有颜
值更有“内涵”。
据介绍，蜀山区市政部门将对长江西路地下管网
进行全面“体检”，对存在问题的管道，本着“以非开挖
修复为主”的原则开展修复。
除此之外，本次改造提升将“按图施针”，结合道
路断面、交通流量等因素，对路面标志标线进行优化，
行车导向明晰、交通顺畅。

【温馨提示】
绕行方案：交警蜀山大队建议，封闭施工期间，沿
长江西路由东往西行驶的车辆可以由“环城路—清溪
路”绕行，或由“长江西路-庐阳街-安庆西路-长丰南
路”绕行。
沿长江西路由西往东行驶的车辆，可按照“五里
墩立交桥—南一环”
“ 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
黄山路”
“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北路”进行绕行。
此外，由于第一阶段先封闭北半幅车道，长丰南
路与长江西路将封闭施工，由长丰南路进入长江西路
车辆改由长丰南路进入安庆西路，再由安庆西路右转
经庐阳街进入长江西路绕行。

天气 TIAN QI

服务 FU WU

本周五我省大部分地区将正式入冬

安徽省首个房地产经纪服务平台试运行

记者从省气象部门获悉，下半年以来
最强冷空气即将到达我省，冷空气到达将
会给我省带来大雾和降雨，冷空气过后，
剧烈的降温将带我们一夜入冬。
据 省 气 象 专 家 预 计 ，15 日 夜 里 ～17
日，全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大别山
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15 日早
晨江北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大雾天气。
17～18 日受强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
将下降 7～9℃，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将增至
5 级左右，阵风 8 级，冷空气过后，19 日早
晨 最 低 气 温 ：淮 河 以 北 和 本 省 山 区
0～-2℃，其他地区 0～2℃。

来自中国天气网的中长期预报显示，
在此轮强冷空气过后，11 月 17 日合肥最
低气温将降至 4℃；18 日气温为 1～9℃；
19 日 气 温 为 1～10℃ ；20 日 气 温 为 1～
15℃；21 日气温为 3～15℃。而从 22 日开
始，又有一轮冷空气将带来降温。根据气
象学入冬的定义连续 5 天日平均温度低于
10℃为入冬，这样一来 11 月 17 日很可能
就是合肥及我省中北部地区今年的入冬
之日。而根据常年气象记录来看，我省平
均入冬时间在 11 月下旬，今年冬天要“提
前到来”近 10 天。
▋记者 祝亮

环境 HUAN JING

近日，记者从黄山市房产事务管理局获悉，由
该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建设的黄山市房地产经纪服
务平台已进入试运行阶段。据了解，这是我省首
个对房地产经纪市场进行有效管理的服务平台，
将进一步促进黄山市房地产经纪行业规范经营、
诚信服务，维护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据介绍，该平台将实现对黄山市房地产经纪
机构、分支机构及从业人员的基本信息、执业信
息、信用信息等的全覆盖，并提供信用档案公示及
执业信息查询。经备案的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
均将佩戴由黄山市房地产业协会发放的实名服务
牌上岗服务，服务牌将附有终身制的备案编号等
信息。通过扫描服务牌上的二维码，市民即可查
看该机构和人员的相关信息，以便择优选择。平
台正式上线运行后，市民可在专门的房地产经纪
机构信息查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使用相关功
能。目前，已有 53 家房地产经纪机构在该平台进
行了资质备案。
▋安徽日报

我省四市启动重污染天气蓝色预警
受本地污染累积和北方污染输送叠
加影响，11 月 14 日下午 1 点，我省蚌埠、淮
南、阜阳、亳州四市启动重污染天气蓝色
预警，采取超常规措施严控大气污染。
其中，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和气象
情况，11 月 14 日 7:00～11:00 期间，亳州
市空气环境质量指数超过 200，为重度污
染；加之白天大气维持静稳天气状态，空
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差。经预测，11 月 14
日～15 日该市大部分地区将以轻度、重度
污染为主；经监测，从 11 月 14 日 2 时起，
蚌埠市区颗粒物浓度不断上升，AQI 指数
为 219（首要污染物为 PM2.5），达到重度
污染级别。

四市环保部门均发布预警，提醒市民
做好健康防护措施，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
脑血管疾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避
免户外活动；一般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户
外活动应当采取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为遏制空气污染程度，减少大气污染
物排放，环保部门倡导：尽量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机动
车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
行；施工工地增加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
工扬尘管理；道路增加清扫、冲洗保洁频
次；排污单位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污染
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星级记者 刘海泉

政务 ZHENG WU
淮南与英国两市
签署建立友好关系备忘录
11 月 14 日上午，淮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袁方在市政务中心会见了来淮南考察交流的英国
埃尔斯特里和伯翰姆伍德市代表团一行。副市长
董众兵代表该市与埃尔斯特里和伯翰姆伍德市前
市长桑德拉·帕内尔签署建立友好关系备忘录。
英国方面代表表示，淮南各方面的发展给代表团
成员留下深刻印象，埃尔斯特里和伯翰姆伍德市
以影视产业、环保产业为特色，期待两市以此为契
机，持续推动双边友好往来，在多个领域开展更
为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周玲 记者 吴传贤

组版 方 芳 校对 夏 君
见习编辑 吴承江

对合肥市民来说，长江西路承载了
很多人的记忆，一路走一路品，就如同
一盒老胶卷。为了满足市民日益增长
的道路通行需求，合肥市蜀山区将大干
180 天 ，用“ 绣 花 针 ”的 精 神 精 准“ 施
针”，绣出一条具有历史传承的现代化
都市景观道路。
据介绍，改造工程将于 11 月 17 日
启动，2018 年 5 月 16 日完工，长江西
路蜀山区境内（五里墩-环城西路）1.5
公里路段的路面、交通设施、综合管线、
沿线景观、路灯照明等方面都将进行综
合提升。 ▋左纲 朱琛琛 记者 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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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一线，蜀山区将
“绣”精品长江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