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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路段占道施工？ 哪些路段易拥堵？

2021 春节出行“宝典”请收好
2021 年 2 月 11 日至 17 日是“春节”长假。 为保障节日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预防和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杜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近日，达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发布全市 2021 年“春节”期间道路交通预判、易拥堵路段的分流疏导方案及路况信息提示。

特别提醒

交通出行趋势预判
1.预计 2 月 11 日 16 时至 12 日
10 时期间， 出行交通流量达到峰
值， 在 2 月 16 日、17 日 17 时至 21
时返程交通流达到峰值。 预计全市
各城区、高速公路进、出口交通会出
现拥堵。

2.虽然 2021 年春运人口长距离
流动规模将显著低于常年， 但短距
离小客车出行偏好明显增加。 预判
我市景区大竹县五峰山国家森林公
园，渠县賨人谷、碧瑶庄园，万源八
台山、龙潭河、红军公园，宣汉巴山

大峡谷、杨烈水乡、君塘花仙谷生态
农业体验园， 达川区真佛山、 成都
山，通川区罗江“神剑园”、凤凰山、
莲花湖、磐石狂欢谷、犀牛山，开江
牛山市、 金马山等风景区路段节假
期将会发生短时间交通拥堵现象。

节日期间占道施工、重点景区、易拥堵路段
（一）占道施工
1.通川区：国道 210 线森林佳苑
至吉安驾校 。 绕行方案：从复兴上
产业大道行驶。
2.开江县：开梅路 3 公里处。

（二）易拥堵路段
万源市
1. 罗 文 镇 石 岸 口 G210 线
1495KM+500M。
2.S202(2 公里至 13 公里处)。 绕
行方案：绕行 G65 高速。
3.长征路。 绕行方案：绕行 513
连接线。
4.观音峡隧道。 绕行方案：绕行
G65 高速。
5.石冠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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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1 省道 165KM+800M （宣
南路老鹰溪大桥路段）。
3.G210 国道 1840KM+100M 至
900M(双河镇街道盘松中路）。
4.G210 国道 1872KM+200M 至
1874KM+300M（原宣罗路黄金槽路
段）。 绕行方案：由黄金槽村道路至
黄金槽加油站路口；工作措施：立即
出动警力进行疏导，采取交通管制，
执行单边放行。
开江县
1.双河口、肉联厂。 绕行方案：绕

行北环线。
2.五路口。 绕行方案：往康力国
际方向绕行。
3.建设街、龙门街。 绕行方案：往
南环线绕行。
达川区
河市成都山路段。
高新区
南北一号干道汇通大道路口。
通川区
1.罗江镇桥头。 绕行方案：从徐
家坝上高速前往宣汉。
2.幺糖路口至铁山沿线。
3.垃圾处理厂路口。
4.双新路三岔路口。
5.凤凰大道川粮路口。
大竹县
1.竹阳北路。
2.竹阳南路。
3.石河镇石河路。
4.210 国道 2002KM+2004KM。
渠县
G318 线 2072km+500m 路 段
（腾龙高架桥路口）。

（三）易发生交通事故引发
拥堵的路段
大竹县
竹石路 14KM-15KM。
渠县
1.G318 线 2072km+500m 路 段
（腾龙高架桥路口）。
2.渠江路。

3.三汇镇。
万源市
1.罗文镇长梯子段。
2.(S202)石马河段。
3.八台至城万快速连接线。
4.铁匠垭至官渡镇。
5.茶垭乡。
宣汉县
1.S201 省道 165KM+800M （宣
南路老鹰溪大桥路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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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3 省道 0KM 至 6KM(上峡
煤焦公司至杨柳关阻击战遗址）。
4.G210 国 道 1871KM+300M（
达宣快速通道宣汉黄金槽水果市场
路口）。 绕行方案：按现场交警指挥，
依次通行； 另外可绕行宣双路，由
G65 高速前往达州方向。
通川区
1.高家坝路段。
2.S201（192+200 至 192+800）。
3.铁山二娄事故。
4.铁山 542 国道。
5.蒲家镇与魏兴社区交界处。
6.蒲家镇陈家湾钟庙 4 队。
7.蒲家镇八字口。
8.罗江镇五家湾。
开江县
1.北环线平交路口。
2.冰水北路 300M-500M（两个
十字路口）

1.错峰出行。 请在驾车出行前，通
过官方媒体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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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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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保车辆转向、制动、轮胎、灯光等关键
部件安全状况良好， 并随车携带警告
标志牌、千斤顶、螺丝套筒等工具，以
备急需。
3.安全行车。 请系好安全带，同时
为孩子选用适合其年龄、 体重的儿童
安全座椅， 切莫怀抱孩子或让孩子坐
在副驾驶位置；请合理安排休息时间，
确保睡眠充分， 连续驾驶不超过 4 小
时，停车休息不少于 20 分钟。 若感觉
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安全地点停车
休息。 驾驶员请集中精力，不要随意交
谈、接打电话、抽烟等分散注意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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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 如需夜间
驾车， 请保持精神集中， 正确使用灯
光，会车时请及时变换远近光灯，不要
长时间使用远光灯； 在湿滑冰雪路面
行车，请降低车速，保持与前车的安全
车距， 遇情况提前采取制动、 减速措
施，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以防车
辆侧滑发生危险。
4.驾车出游切勿超员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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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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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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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猛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