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 第 82 大道：Burnside 至 Division
十字路口安全改进措施
2016 年 1 月项目更新

www.82ndAvenueIntersectionImprovements.org

施工计划于 2 月开始

俄勒冈州交通部 (ODOT) 正在 SE 第 82 大道（或 213) 十字路口实施安全改进措施，该
十字路口周围分别为 E Burnside、SE Stark、SE Washington、SE Yamhill、SE Mill 和
SE Division Streets。ODOT 也在 SE 第 82 大道上的三个高优先级位置添加了扩大的行
人通道。SE Ash Street、SE Salmon Street 和 SE Division Street 北边。ODOT 承包
商计划在 2 月上旬开始该项目施工，并于 2016 年秋季前完工。
项目结果

在六个项目十字路口，承包商将：
 用现代设备更换过时的交通信号灯。
 安装新的照明和更大、反光更强的路牌。
 添加满足《美国残疾人法案》 (ADA) 标准的人行道轮椅滑坡。
SE 第 82 大道沿途更新的交通信号灯将包括绿色的左转箭头和全新的不断闪烁的黄色箭
头。不断闪烁的黄色箭头提醒司机在左转时给行人和车流让路。在 E Burnside Street
上，全新的绿色箭头信号将允许司机在车流停下时左转。
三个扩大的人行道十字路口将包含新的标识和 SE 第 82 大道北行和南行车道之间的行人
避难“岛”。在 SE Division Street 十字路口以北，波特兰社区学院、快速闪烁的信号
灯处也会添加有标志的人行横道、人行道/公共汽车站改进措施。
在施工期间有哪些预期情况
施工期间可能偶尔需要关闭单车道。为了尽量减少给旅行者造成的不便，不会在通勤高峰

期间（工作日上午 6-9 点和下午 3-7 点）在 SE 第 82 大道上关闭车道。人行道区域在
施工期间，临时的人行便道将有明确标识。TriMet 公交站在施工期间可能受到影响。请
访问 TriMet.org 或拨打：503-238-7433，以了解计划或公交车停靠地点更改信息。
白天或晚上的施工活动都会在该区域偶尔产生噪音。如果您有关于该项目的噪音问题，请
拨打 ODOT 的噪音热线： (503) 412-2348。
项目十字路口
扩大的人行横道

安全提示——施工期间和施工结束后
司机：

行人：

 行人在有标识和无标识的十字路口以及在人行横道的

 在有标识的十字路口，按下行人按钮并等待路标表明

道口区间有过马路意愿时有先行权。
 请勿超越停在人行横道上的车辆。停下的车辆可能表

示有行人正在过马路。
 在工作区域慢速行车，注意标记；在施工期间为您的

行程预留多余的时间。

轮到您过马路。
 在没有标识的十字路口和人行横道的道口区间将您的

手、脚、轮椅或自行车伸到路上表明过马路的意愿。
 为了您的安全——请始终确保两个方向来的车辆在您

穿过街道前都停下。

了解关于 SE 第 82 大道的施工情况：
Burnside 至 Division 十字路口安全
改进项目

项目施工招待会
2016 年 1 月 26 日周二
在下午 5:00 到 7:00 之间随时欢迎来访
哈里森公园 (Harrison Park ) 小学
2225 SE 87th Ave.
Portland, OR 97216
To request an interpreter for the public meeting, please call
503-417-5447 at least 48 hours before the meeting.
您参加公共会议时若需要口译员，请于会前至少 48 小时拨打
503-417-5447.

Quý vị nói tiếng Việt? Một bản sao của ấn bản này hiện có
bằng tiếng Việt trên trang mạng của Dự Án tại:
www.82ndAvenueIntersectionImprovements.org
¿Habla español? Tenemos disponible una copia de esta
publicación en español en el sitio Web del proyecto:
www.82ndAvenueIntersectionImprovements.org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русски? Русский текст этого издания
можно найти на сайте, посвященном проекту,
по адресу:
www.82ndAvenueIntersectionImprovements.org
For ADA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r Civil Rights
Title VI accommodations,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services, or more information call (503) 731-4128, TTY (800)
735-2900 or Oregon Relay Service 7-1-1.
若要获取 ADA（《美国残疾人法案》）或《民事权利》
第六条的住宿、翻译/口译服务或更多信息，请拨打
(503) 731-4128、TTY (800) 735-2900 或俄勒冈州中
继服务 (Oregon Relay Service) 7-1-1。

SE 82nd Avenue: Burnside to Division
Intersection Safety Improvements
Oregon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c/o 707 SW Washington, Suite 1300
Portland, OR 97205

关于施工的问题？

Do you speak English? A copy of this publication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on the Project webpage:
www.82ndAvenueIntersectionImprovement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