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确保第十八届环青海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在我省境内赛事顺利

举行，根据相关规定规定，我省交管

部门将对境内部分赛事道路实行交

通管制。

开幕式
高速公路管制时间：7月 13日 6时 30

分至转场车队通过

管制路段：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

地、多巴匝道、西湟一级公路、南北线互

通、G0612西和高速公路、平安西收费站、

河湟新区东驶出高速公路（多巴至河湟新

区方向单向交通管制，对向车道危化物品

车辆、大型货车禁止通行）

平安区管制时间：7月 13日 6时至 13
时

管制路段：西和高速河湟新区西出

口、河湟新区唐蕃大道以东、高铁新区小

峡路与河湟新区中关村十字以东河湟新

区东出口路段；河湟新区驿州路、和顺路

高速公路管制时间：7月 13日开幕式

结束至转场车队通过

管制路段：河湟新区东、平安西收费

站、G0612西和高速公路、南北线互通、西

湟一级公路、多巴匝道、多巴国家高原体

育训练基地（河湟新区至多巴方向单向交

通管制，对向车道危化物品车辆、大型货

车禁止通行）

第一赛段

河湟新区至西宁河湟新区至西宁
高速公路管制时间：7 月 14 日 6 时开

始

管制路段：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

地多巴匝道、西湟一级公路、南北线互通、

G0612西和高速公路、平安西收费站、河湟

新区东驶出高速公路（多巴至河湟新区方

向单向交通管制，对向车道危化物品车

辆、大型货车禁止通行）

高速公路管制时间：7月 14日 8时起

管制路段：河湟新区东、G0612西和高

速公路、平安西收费站、G0612通海路出口

（河湟新区、多巴方向 G0612 西和高速公

路双向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

西宁市区管制时间西宁市区管制时间：：7月 14日 9时 30
分起至 13时 30分

管制路段管制路段：：凤凰山快速路（羚羊路至

通海路）、国道 G109 线（昆仑西路至桃李

路）、昆仑西路（文成路至桃李路）、西关大

街（文成路至桃李路）、五四西路（文成路

至桃李路）、文景街（文成路至通海路）、海

晏路（文成路至桃李路）、通海路（国道

G109 线至柴达木路）；同时 G0612 南绕城

高速公路连接的（杨沟湾、东新路、沈家

寨、通海路）四个互通口上下行匝道一并

管制

高速公路管制时间：7月 14日 11时起

管制路段：通海路口、G0612西和高速

公路、南北线互通、G6京藏高速、多巴匝道

（通海路口至多巴方向G0612西和高速公

路、G6京藏高速单向交通管制，对向车道

危化物品车辆、大型货车禁止通行）

第二赛段

西宁城区绕圈赛西宁城区绕圈赛
高速公路管制时间：7 月 15 日 8 时起

（转场）

管制路段：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

地、G6京藏高速公路、南北线互通、G0612
南绕城高速、通海路出口（多巴至通海路

出口G0612西和高速公路、G6京藏高速单

向交通管制，对向车道危化物品车辆、大

型货车禁止通行）

西宁市区管制时间：7月 15日 11时 30
分至 15时 30分

管制路段：静和路（五四西路至海晏

路）、光华路（昆仑西路至海晏路）、盛昌路

（昆仑西路至海晏路）、桃李路（昆仑西路

至海晏路）、通海路（西关大街至柴达木

路）、文成路（西关大街至海晏路）、文苑路

（西关大街至海西路）、文汇路（凤凰山快

速路至海西路）、文博路（昆仑西路至海晏

路）、海湖路（凤凰山快速路至门源路）、冷

湖路（昆仑西路至海晏路）、昆仑西路（新

宁路至文苑路）、西关大街（新宁路至桃李

路）、五四西路（新宁路至光华路）、海晏路

（新宁路至光华路）；同时凤凰山快速路连

接的（行知路、羚羊路）两个互通口下行匝

道一并管制

高速公路管制时间：7月 15日 12时起

（转场）

管制路段：通海路入口、G0612南绕城

高速、南北线互通、G6京藏高速、多巴匝道

（通海路出口至南北线互通单向交通管

制、G6京藏高速单向交通管制，对向车道

危化物品车辆、大型货车禁止通行）

第三赛段

多巴至贵德多巴至贵德
高速公路管制时间高速公路管制时间：：7月 16日 8时起

管制路段管制路段：：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

地、G6京藏高速公路、南北线互通、G0612
南绕城高速、沈家寨立交、西塔高速公路、

贵德（多巴 G0612 西和高速公路、西塔高

速双向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

西宁市区管制时间西宁市区管制时间：：7 月 16 日 9 时至

12时

管制路段：湟中县多巴镇多巴西街、

县道 X158 线、G6 京藏高速多巴互通口、

G0612南绕城高速公路连接的（多鲁、西城

大街、通海路、沈家寨）四个互通口上行匝

道、西塔高速公路连接的（南川工业园区、

湟中县、同仁路、凤凰山路）四个互通口上

行匝道、省道 S101线（西塔高速至拉脊山

45公里处）

贵德县管制时间：7 月 16 日 8 时至比

赛结束

管制路段：湟贵一级公路（原 S101 线

上新庄、拉脊山口、加洛、千户、尕让、阿什

贡）、黄河清大桥、河东十字、江苏大道、河

阴小学、大十字、迎宾西路、迎宾东路、纵

四路、林阴路

第四赛段

贵德至龙羊峡贵德至龙羊峡
海南州管制时间：7 月 17 日 8 时至比

赛结束

管制路段：贵德县迎宾西路政府门

口、迎宾东路、迎宾西路、纵八路、贺罗公

路（黄河大桥至罗汉堂段）、罗台公路（罗

汉堂至巴卡台段）、巴龙公路、龙羊峡镇区

第五赛段

共和至茶卡共和至茶卡
海南州管制时间：7 月 18 日 8 时至比

赛结束

管制路段：德和大街、和谐路、青海湖

南北大街、环城西路（次汗素段）、黄河南

北大街、政河大道、仁和路、新 109线（城区

段）、恰江公路、共茶高速

海西州管制时间：7 月 18 日 8 时至比

赛结束

管制路段：G6高速共茶段（大水桥收

费 站 2076KM + 600M- G6 高 速 出 口

2104KM）、国道 109 线与 G6 高速交汇处

（2104KM）及茶卡镇区、幸福路（原盐湖

路）、茶卡盐湖景区“天空之境”广场

第六赛段

茶卡至鸟岛茶卡至鸟岛
海西州管制时间海西州管制时间：：77 月月 1919 日日 88 时至比时至比

赛结束赛结束

管制路段管制路段：：茶卡盐湖景区“天空之境”

广场、幸福路（原盐湖路）、国道 109线茶卡

镇区、G6 高速共茶段（高速入口 2104KM
至大水桥收费站 2076KM+600M）、青海湖

旅游专线公路（大水桥至黑马河段）、环湖

西路、布哈河

海南州管制时间海南州管制时间：：7 月 19 日 9 时至比

赛结束

管制路段：青海湖旅游专线公路（大

水桥至黑马河段）、环湖西路、布哈河

海北州管制时间：7月 19日 13时至比

赛结束

管制路段：环湖西路（鸟岛至鸟岛大

桥），国道 315线 229KM至 100KM（鸟岛大

桥与 315线交叉路口至刚察县城至哈尔盖

大桥至西海镇）

第七赛段

海晏赛海晏赛
海北州管制时间：（所有车辆）7月 20

日 7时至比赛结束

管制路段：湟 西 一 级 公 路 上 行 线

25KM 至 49KM、湟 西 一 级 公 路 下 行 线

25KM至 49KM、海晏辖区 315国道 100kKM
至 108KM

第八赛段

西海镇至青石嘴西海镇至青石嘴
高速公路管制时间：7 月 21 日 8 时至

比赛结束

管制路段：湟源县第二中学驶入高

速、G6京藏高速公路、西钢、西过境立交、

宁大高速、大通主线收费站（G6京藏高速

湟源至西宁段双向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

止通行）

西宁市区管制时间：7 月 21 日 8 时起

至 14时

管制路段：国道G315线（24KM+400M
处至赞布林卡）、湟源县青藏路、湟源县二

中路、G6京藏高速连接的（湟源、多巴、上

吧浪、西钢、海湖大道）五个互通口上行匝

道、同仁路高架桥、国道 G227 线（大通县

至青石嘴）

海北州管制时间：（大型车辆）7月 21
日 0时至比赛结束、（小型车辆）7月 21日 7
时至比赛结束

管制路段：湟 西 一 级 公 路 上 行 线

25KM 至 49KM。（海晏至湟源）G227 线达

坂山收费站至观花台至铁迈十字路口至

青石嘴镇十字路口至元山观花台

第九赛段

门源至民乐门源至民乐
海北州管制时间海北州管制时间：：（（大型车辆大型车辆））77月月 2222

日日 00时至比赛结束时至比赛结束；（；（小型车辆小型车辆））77月月 2222日日 77
时至比赛结束时至比赛结束

管制路段管制路段：：门源县锦绣大道至岗大公

路（动车站至农场至青石嘴镇十字路口）

至国道 227线（马场至盘坡至景阳岭至峨

堡镇至扁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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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环湖赛期间，这些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

第十八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第十八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7月月1313日至日至77月月2727日举行日举行，，1313日在青海省日在青海省

海东市河湟新区举办开幕式海东市河湟新区举办开幕式，，2727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办闭幕式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办闭幕式。。届时将有来自届时将有来自

世界各地的世界各地的2222支队伍参赛支队伍参赛，，全程总距离全程总距离30013001公里公里，，其中比赛距离其中比赛距离16311631公里公里，，转场距离转场距离

13701370公里公里，，共设共设1313个赛段和个赛段和11个休息日个休息日。。本届赛事起点在海东市河湟新区本届赛事起点在海东市河湟新区，，终点在银川终点在银川

市市。。赛段主要途经地区有青海省海东市赛段主要途经地区有青海省海东市、、西宁市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甘肃省张掖市甘肃省张掖市、、金昌市金昌市、、武威市武威市，，中卫市中卫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本报记者 祝嘉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