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国庆
“迎国庆 贺中秋” 达州出行全攻略
10 月 1 日至 8 日是“中秋国庆”长假。为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确保广大人民群
众节日期间出行安全，近日，达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对全市 2020 年“中秋、国庆”期间
道路交通预判、易拥堵路段分流疏导方案及
路况信息提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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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出行趋势预判
（一）预计 9 月 30 日 16 时
至 22 时期间，出行交通流量将
达到峰值；10 月 7 日、10 月 8 日
17 时至 21 时返程交通流量将达
到峰值。 预计全市各城区、高速公
路进、出口交通会出现拥堵。
（二）预判我市景区火峰山、凤凰
山、真佛山、万源八台山、莲花湖、开江
温泉、宣汉巴山大峡谷、万源大竹河、大
竹县
“傻儿故里”
“净土寺”、通川区罗江
“
神剑园”、达川区
“
石桥列宁街”、宣汉县
“
王维舟纪念馆”、万源市
“
万源保卫战战
史陈列馆” 等路段节假日期间交通秩序良
好，将不会发生长时间交通拥堵现象。

“
国庆中秋”期间形势预判
根据往年数据分析，预判今年
“
中秋、国
庆”节假日前后，
“
三超一疲劳”、酒驾、违法会
车、 未按规定让行等影响安全出行的交通违
法行为易发高发。 期间，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将加强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巡逻管控力度，
严厉打击各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占道施工、重点景区、易拥堵路段
分流疏导方案
（一）占道施工
1、宣汉县
国道 G210 宣（汉）罗（江）：达宣快速通道
分路口（黄金槽）至黑龙桥（清水平台）。 绕行
方案：(1)前往达州市的车辆可由杨河路，经盘
洋路，进入达七公路，前往达州市区；(2)可经
包茂高速宣汉入口直达达州市城区。
2、开江县
（1）峨城大道工业园区路段。 道路半幅占
道施工。 绕行方案：可选择金山大道绕行，或
请过往车辆依次排队等候通行。
（2）广福镇街道道路半幅占道施工。 请过
往车辆减速慢行，依次通行。
3、达川区
凤凰大桥至江湾城大桥。 绕行方案：三里
坪 C 线至江湾城大桥或北外至江湾城大桥。
4、通川区
环城路一期全线。单边放行。请过往车辆
减速慢行，依次通行。
（二）易拥堵路段
1、万源市
（1）S20202（12KM 至 14KM）。 绕行方
案：可绕行高速公路。
（2）罗文镇石岸口 G210 线 1495KM
+500M。 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依次通行。
2、宣汉县
（1）南坝镇南昆大桥。 绕行建议：经过车
辆可绕行新修建的南坝至昆池的清水溪大
桥。
（2）樊侯路（樊哙锁口庙至渡口街道）。 绕
行建议：听从交警、乡镇交管办现场指挥，依
次通行。 需前往巴山大峡谷景区车辆，可绕行
省道 302 延伸段（巴山大峡谷快速通道）进入
景区。
（3）下八镇红旗街。 公安交警、政府交管

办将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人员执勤；遇拥堵情
况，立即出警进行交通疏导。
（4）宣东路 K2+100 至 K5+200（宣汉县
城至东林乡）。 公安交警、政府交管办将根据
实际情况，安排人员执勤；遇拥堵情况，立即
出警进行交通疏导。
3、开江县
（1）普安镇金山寺长下坡路段。 公安交
警、政府交管办将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人员执
勤；遇拥堵情况，立即出警进行交通疏导。
（2）开梅路 1Km 处。 公安交警、政府交管
办将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人员执勤；遇拥堵情
况，立即出警进行交通疏导。
（3）任市镇街道。 公安交警、政府交管办
将根据实际情况， 安排人员执勤； 遇拥堵情
况，立即出警进行交通疏导。
（4）长岭镇街道。 公安交警、政府交管办
将根据实际情况， 安排人员执勤； 遇拥堵情
况，立即出警进行交通疏导。
（5）甘棠镇街道。 公安交警、政府交管办
将根据实际情况， 安排人员执勤； 遇拥堵情
况，立即出警进行交通疏导。
（6）开梅路 3Km700m 至 7km800 米处，
公安交警、政府交管办将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人员执勤；遇拥堵情况，立即出警进行交通疏
导。
4、达川区
高速公路达州进出口。 绕行方案：可从达
州南、徐家坝高速公路进出口进出高速公路。
5、通川区
（1）金石街道至金石动物园。
（2）幺塘路口至铁山沿线。
（3）垃圾处理厂路口。
（4）双新路三岔路口。
（5）张家坝明月江桥 - 小河嘴至诚监狱
- 磐石明月江二桥。 绕行方案：磐石方向，可
绕行高速公路至磐石；江阳方向，可绕行雷音
铺至江阳。
6、大竹县
（1）竹阳北路。（2）竹阳南路。（3）清河镇。
（三）易发生交通事故引发拥堵的路段
1、万源市
（1）(S20202)石马河。 绕行方案：发生事故
堵塞，可绕行高速公路。
（2）八台至城万快速连接线。
（3）万源市花楼乡长梯子
G210 线 1788KM+200M。
2、宣汉县
（1）巴山大峡谷快速通道 8kM+100M 至
15KM+200M。
（2）S201 省道 （宣南路）3KM+100M 至
10KM+200M。
（3）S201 省道宣（汉）南（坝）路：下八—杨
家大石盘—黄石桅杆岭路段绕行方案： 黄石
至下八的村道绕行。
3、开江县
（1）北环线 1KM-4KM。
（2）新宁镇金山大道 100M。
（3） 冰水北路 300M-500M（两个十字路
口）。

4、达川区
一号干道（长下坡路段）。
5、通川区
（1）铁山 542 国道。
（2）高家坝路段。
6、高新区
G210 国道洞洞弯路段。 发生交通事故遇
拥堵情况，公安交警将立即安排人员出警，迅
速撤出现场，疏导交通。
7、渠县
（1）G318 线 2072km+500m 路段（腾龙
高架桥路口）。
（2）渠汇路全段。 发生交通事故遇拥堵情
况，公安交警将立即安排人员出警，迅速撤出
现场，疏导交通。

达州公安交警特别提醒
（一）错峰出行。 请在驾车出行前，了解沿
线天气和道路信息， 合理选择出行线路尽量
避开高峰时段。
（二）做好车辆安全检查。 驾车出行前，请
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和保养， 并随车携带警
告标志牌、千斤顶、螺丝套筒等工具。
（三）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一是正确使用
安全带。 二是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佩戴
安全头盔，请勿安装遮阳伞。
（四）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一是休息不少
于 20 分钟。 驾车出行，驾驶员请集中精力，不
要随意交谈、接打电话、抽烟，严防分散注意
力。 二是行经弯坡路段，请不要违法超车，不
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 视距不良路段要提前
鸣喇叭、减速慢行，做好避让停车准备。 三是
夜间 19 至 22 时是事故多发时段。 请尽量避
免夜间长途驾驶。 四是在湿滑路面行车，请降
低车速，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五）切勿乘坐
“
病”车。 请选择正规场站、
公司搭乘安全合法运营的客运车辆， 不要乘
坐超员车、非法营运车、无牌证车以及有其它
违法行为的车辆。 如果发现车辆驾驶人有疲
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等行为的，要及时予
以制止或报警。
（六）切勿酒后驾车。 节日走亲访友、聚会
频繁，在与亲朋好友欢聚时，千万谨记：酒后
莫开车，开车莫饮酒！
（七）热点景区限流。 达州市辖区万源八
台山景区每天限 1 万人， 前往万源八台山景
区的游客，请提前购票。 （曾猛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