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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小长假出行
交警这些提示请您收好了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张秀芸）中秋节是外出旅游的黄金时节，也是阖家团聚的传统节日，小长假期间探亲流、旅游流
交织，交通出行集中，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加大。9 月 10 日，兰州公安交警对近年来中秋小长假期间道路交通事故情况进行分析，研判
今年中秋小长假交通安全形势，
并向全市发出交通安全预警。

车辆限行情况
9 月 13 日至 15 日，市区小型客车不限行，各类货车仍执行原限行规定。9 月 16 日
起恢复正常。另外
“中秋”节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不免费。

安全提示
中秋前后，进入秋汛期。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路面湿
滑，易导致车辆追尾侧滑侧翻，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
响。坚决杜绝隐患车辆、
“带病车”上路。
交通状况预判
兰州公安交警提醒广大节日出行驾驶人：
中秋节市民探亲访友、
短途出行增多。根据高德地图和兰州市交警支队所做出的兰州市
自驾出行 请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和保养维护，
确保轮胎、
2019中秋小长假出行预测报告，
预计环兰高速路网9月12日19时至21时、
13日8时至12
制动、
灯光、
冷却等机件性能正常，
随车带好必备证件以及灭火
时拥堵程度较高；
9月15日为返程拥堵高峰，
13时至16时拥堵里程占比较高。中秋期间，
器、
三角牌等安全配件，
提前规划好时间、
路线，
尽量避开出行高
兰州市出城易拥堵路段主要是G22青兰高速和平出入口至定远出入口双向、
G30连霍高
峰和夜间行车。自驾行车途中，
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切勿超
速忠和枢纽至兰州北段；
返程拥堵主要是G6京藏高速海石湾收费站至王家口高架桥。
员、
超速、
疲劳驾驶，
不玩手机，
不开斗气车，
系好安全带，
如
市区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建西西路东行、工林路西行、雁西路北行、火车站西路
遇交通拥堵，
请耐心排队通行，
切莫占用应急车道，
连续
西行以及白银路南行。
驾驶不超过 4 小时，
停车休息不少于 20 分钟。
高速公路预计出现拥堵的路段：天水路收费站、兰州南收费站、兰州北收费站、兰州
行经高速公路 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临
东收费站、柳沟河收费站，
可能会出现因车流大而引发交通拥堵；
近出口时提前变更车道，
若错过出口，
切勿急刹、
国省道预计出现拥堵的路段：省道 201 线黄羊头通往兰州西出口路段；河口收费站进
倒车或逆行，应在下一出口驶离高速公路；如
出兰州港务区路段；
国道 109 线忠和段；
国道 312 线和平高速路口处；
国道 312 线大西北板材
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应尽快停放在应急
市场路口；
国道 312 线定远至三角城十字路段；
国道 312 柳树段。
车道，
在车后规定距离摆放危险警告标志，
驾乘人员迅速疏散到护栏外安全区域。
施工路段
行经农村、山区公路 遇急弯陡
市区道路施工路段：东岗立交桥封闭施工，可以选择从南环路或 605 号路绕行；火车站东路，邮
坡、长下坡、临水临崖等路段，要小心
电大楼，
雁白桥北段，
109 国道北龙口沿线。
谨慎驾驶，观察路况，减速慢行，不要
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南绕城高速公路和平收费站，西果园立交至大滩互通立交施工，柳沟河高速接
强行超车、强行会车；经过村镇、路
驾嘴服务区施工双向油品暂停供应，
请过往车辆在高速公路外其他路段加油站加油。
口、急弯、坡顶等路段时，要提前减
国省道施工路段：兰州北收费站（主站）机场方向，国道 212 线韩家河公墓区路口向南 20 米处；国道
速并适时鸣喇叭示意。
109 线新城桥头至岗镇十字施工，永登方向前往兰州方向的由兰永快速公路绕行；国道 109 线与省道 301
乘坐客车出行 务必
线海石湾镇平安路与红山路交汇三岔路口；省道 201 线永登县与新区交界路段；榆中县夏官营至金崖路
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或具
段；榆中县和平金川公司门口牡丹路段。
有合法营运资质的车辆
和驾驶人，行驶途中系
事故多发及危险路段预判
好安全带，
发现车辆超
中秋节期间中短途家庭出行占比高，自驾车、拼车、包车旅游出行明显增多，路况不熟、应急能力
员、超速、驾驶人疲
不足、无运营资格“黑车”等问题多发，公路客车、旅游包车、
“营转非”大客车等车辆超速、超员、疲劳
劳驾驶、开车使用
驾驶、非法营运、无证驾驶等问题突出，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
手机等交通违法行为
从近三年中秋假期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看，私家车、货运车辆以及农村地区是事故预防的重点
可通过拨打122电话或微博@
车辆和重点区域。
兰州交警、
微信
“随手拍”
小程
市区主要风险路段：佛慈大街城关分局三岔路口，
北环路全段，
东岗立交桥东侧至桃树坪连续
序进行举报。
下坡转弯路段，
南滨河西路七里河黄河大桥至秀川丁字路口，
西津路秀川丁字路口至深沟桥，
龚湖
公路黄峪段，
北滨河路甘肃农业大学至西沙大桥路段，
红古镇王家口公铁立交桥急弯处。
高速公路主要风险路段：南绕城高速岗家营隧道至大滩互通立交，
G75 兰海高速新七道
梁隧道至兰州南连续 17 公里长下坡，
G22 青兰高速柳沟河至东岗段 7 公里长下坡路段、
榆
中隧道群，
土家湾隧道至甘草收费站，
G6 京藏高速青土岘隧道至树屏立交连续下坡弯
道处、
大红山隧道、
胡洼山隧道、
张家台路段为急弯、
桥梁下坡路段。
国省道主要风险路段：国道212线七道梁路段，
国道109线
河口镇张家台段，
国道312线和平镇、
定远镇、
连搭乡、
三
制图/韩龙生
角城乡段，
国道309线官滩沟路段，
省道301 线
享 堂 峡 路 段 及 海 窑 隧 道 ，省 道 101
线，
兴隆山路段。

甘肃高速中秋节出行小贴士

这些路段封闭施工，请注意绕行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徐静雯 实习生牛丽媚）中秋节即将到来，
9 月 10 日下午，记者从甘肃省高速公路局了解到，由于今年中秋节期间高速公路不
免费，省内中短途自驾游的车流量会略有增长，但整体运行平稳，预计较少出现拥堵现
象。部分路段正在施工，
请广大司机注意绕行。
G30 连霍高速 天定段下行线往天水方向甘谷、大像山、秦州隧道进行单侧全封闭施工。
定西往天水方向三轴（含三轴）以上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具体绕行路线如下：新疆及我省河
西地区驶往陕西、天水方向由 G30 双塔枢纽立交驶入 G2012，经宁夏中卫、固原沿 G70 通行；青海方向
驶往陕西、天水方向由 G6 经宁夏固原沿 G70 通行；
兰州驶往陕西方向由 G22 经宁夏固原沿 G70 通行；
兰州
驶往天水、四川方向由 G310 通行。
陇西往天水方向所有车辆具体绕行线路如下：陇西驶往天水方向由 G30 甘谷收费站驶出经麦甘（麦积区
至甘谷县）公路通行。
G22 青兰高速 巉柳段接驾嘴服务区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进行双区封闭改造施工，其
间接驾嘴服务区暂停运营。请司乘人员提前选择在定西、兰州北、兰州南服务区加油、休息。
G30 连霍高速 天定段通安驿服务区，自 2019 年 5 月 3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定西往天水方向进行封闭改
造施工。请途经车辆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休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