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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
赛桂林赛段比赛将于2018年10月20日、
21日在桂林市举行。为确保赛事安全、
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比赛涉
及的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10月20日柳州至桂林赛段

（一）比赛线路
柳州市政广场（起点）-东堤路-沿

江路-环江滨水大道-桂柳路-三门江大
桥-新柳大道-鹿寨县广场路-建中西路-
建中东路-大桥路-鹿寨大桥-桂林市
X603县道-S306省道-临苏路-万平路-
凤凰路-桂林市一院两馆（终点）。
（二）管制事项
1 . 10 月 20 日凌晨 1 时起至比赛结

束，临桂区凤凰路（公园北路路口至山水
大道路口）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2 .10月 20日 8时起至比赛结束，禁

止货车、三轮汽车、拖拉机、危险品运输
车、大型客车进入赛道。
3 . 10月 20日 11时 30分起，桂林

市 X603县道（桂林柳州界牌）— S306
省道— S306 省道与 G322 国道交叉口
（两江永福路口）禁止车辆通行，预计
15时 30分解除交通管制。
4 . 10月 20日 13时 30分起， S306

省道与 G322 国道交叉口（两江永福路
口）—临苏路—万平路—凤凰路—桂林市
一院两馆广场禁止车辆通行，预计 16时
解除交通管制。

二、10月 21日桂林城市赛段

（一）男子赛比赛线路
中心广场（起点）—中山中路—中山

南路—崇信路—瓦窑西路—凯风路—
G321 国道—荆凤路—荆垭隧道—荆凤
路—抗战路—十里画廊— G321新国道—
山水大道—龙脊山隧道—阳朔大桥—
S305 省道—古榕隧道— S305 省道—
S094省道— X097县道— X068县道—
新河大桥— X068县道— X113县道—桂
磨大道—铁山路—七里店路—七星路—龙
隐路—穿山路—自由路—解放桥—解放东
路—中山中路—中心广场（终点）。
（二）女子赛比赛线路
桂林园博园南门（起点）— G321国

道—荆凤路—荆垭隧道—荆凤路—抗战
路—十里画廊— G321 新国道—山水大
道—龙脊山隧道—阳朔大桥— S305 省
道—古榕隧道— S305 省道— S094 省
道— X097 县道— X068 县道—新河大
桥— X068 县道— X113 县道—桂磨大
道—铁山路—七里店路—七星路—龙隐
路—穿山路—自由路—解放桥—解放东
路—中山中路—中心广场（终点）。
（三）管制事项
1 . 10月 20日 19时起至比赛结束，

雁山区园博大道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2 . 10 月 20 日 20 时起至比赛结束，

中山中路（十字街至文明路口）禁止车辆通
行。
3 . 10月 20日 22时起至比赛结束，

榕城路、依仁路（中山中路至正阳步行
街）、杉湖北路、三多路（湖光路路口至
中山中路路口）、府后里南段、八桂路、

府东里（八桂大厦后巷）禁止车辆停放。
4 . 10月 21日 5时 30分起至比赛结

束，中山中路（十字街至文明路口）、榕
城路、依仁路（中山中路至正阳步行
街）、杉湖北路、三多路（湖光路路口至
中山中路路口）、府后里南段、八桂路、
府东里（八桂大厦后巷）、文化宫路禁止
车辆通行。
5 . 10月 21日 6时 30分起至比赛结

束，禁止货车、三轮汽车、拖拉机、危险
品运输车进入赛道。
6 . 10月 21日 7时 30分起，中山中

路（文明路口）—中山南路—崇信路—瓦
窑西路-凯风路— G321国道—阳朔县城
加油站三岔路口禁止车辆通行，预计 12
时 30分解除交通管制。
7 . 10月 21日 8时 30分起，阳朔县

城加油站三岔路口—荆凤路—荆垭隧道—
荆凤路—抗战路—十里画廊— G321新国
道—山水大道—龙脊山隧道—阳朔大桥—
S305省道—古榕隧道— S305省道—福
利镇三岔路口禁止车辆通行，预计 13时
00分解除交通管制。
8 . 10月 21日 9时 10分起，福利镇

三岔路口—省道 S094—县道 X097—县
道 X068—新河大桥—大圩镇大圩海洋三
岔路口禁止车辆通行，预计 14时 30分
解除交通管制。
9 . 10月 21日 10时 45分起，大圩

镇大圩海洋三岔路口—县道 X113—桂磨
大道大圩路口—桂磨大道—铁山路—七里
店路—七星路—龙隐路—穿山路—自由
路—解放桥—解放东路—十字街禁止车辆
通行，预计 15时解除交通管制。
10 . 10月 21日 12时 30分起，滨江

路（文昌桥路口至人民路路口）禁止车辆

通行，预计 17时解除交通管制。

三、管制要求

（一）管制期间，赛道两侧道路禁止
一切车辆停放，禁止堆放物品。
（二）管制期间，赛道沿线两侧行人

不得进入赛道，严禁在非指定地点横穿赛
道。为方便群众出行，公安机关将在赛道
沿线预留必要的横穿通道，行人、非机动
车在不影响比赛的情况下经执勤民警引
导，可以快速横穿赛道。各横穿通道具体
地点及交通管制更多信息请通过“广西桂
林交警”微信公众号了解。
（三）管制期间，赛道沿线居民应妥

善看管自家宠物、家禽和牲畜，避免动物
冲入赛道，影响比赛。
（四）公交、公路客运和旅游客运企

业请根据本通告规定，提前调整车辆运营
时间和线路。受交通管制影响的有关单
位、居民和游客，请自行调整生产运输和
出行安排，合理规划行程。
（五）管制期间，公安机关将根据现

场活动情况视情提前或推迟交通管制时
间，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并根据比
赛进行情况，逐段解除交通管制。
请广大市民群众自觉配合赛事交通管

制工作。对不服从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
扰乱比赛秩序的违法行为，将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予
以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特此通告。

桂林市公安局
2018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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骖鸾路与漓江路交叉口中心护栏拆除

交警教您怎么走
本报讯（记者申艳）10

月11日，市区骖鸾路与漓江
路交叉口的中心护栏被拆除，
允许从骖鸾路、七星路一巷进
入漓江路和双向直行。过往三
里店和甲天下广场十字路口的
车辆得到进一步分流，疏解了
高新片区的交通，也让三里店
一带的交通变得更加顺畅。
10月11日上午，记者来

到骖鸾路与漓江路交叉口，原
来横在漓江路中间的护栏已经
拆除，这里变成了一个十字路
口。东西南北四个路口交通标
志标识完善，各路口都安装了
人行过街红绿灯，骖鸾路和七
星路一巷安装了中间隔离栏。
路边执勤的七星交警大队

民警黄崇东向记者介绍，这个
十字路口交通标志标识较完
善，过往的机动车通行秩序良
好，基本没有出现交通违法行
为。漓江路方向设有专用的非
机动车信号灯，非机动车需按
照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灯指示通
行，路口也划有非机动车左转
等候区。但是，一些从漓江路
方向左转进入骖鸾路和七星路
一巷的非机动车还存在违规过
马路的情况。首日，漓江路方

向非机动车左转的时间暂设定
为10秒，相关配时还在进一
步调整和完善中。骖鸾路和七
星路一巷的非机动车则跟随机
动车信号灯通行。
黄崇东介绍，骖鸾路与漓

江路交叉口中心护栏拆除后，
允许从骖鸾路、七星路一巷进
入漓江路和双向直行；路口范
围内的四个路口都禁止掉头。
另外，禁止机动车由漓江路往
骖鸾路和七星路一巷左转，需
要左转的车辆可在三里店和甲
天下广场十字路口左转。
七星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市公安交警部门以七星
路一巷建成通车为契机，对骖
鸾路与漓江路交叉口进行调
整。通过对骖鸾路与漓江路交
叉口的优化，对该路口与三里
店路口实现连续流信号灯协调
控制，在不降低漓江路主线交
通通行能力的前提下，车辆可
以从骖鸾路和七星路一巷进入
漓江路。从而提高支路的利用
率，均衡路网车流量，疏解高
新片区的交通，让三里店一带
的交通变得更加顺畅。

机动车通行示意图。（交警部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