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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广武镇地处黄河南岸，位于郑州市西北
30公里、荥阳市东北13公里处，镇域总面积166平
方公里，辖43个行政村，284个村民组，总人口10.5
万人。镇域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镇域东接郑州

市惠济区，南临郑州高新区，北依美丽的黄河湿地保
护区。连霍、郑云两条高速公路交会穿境，优越的地
理位置为广武镇的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交通的先天
优势。近年来，在荥阳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

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广武镇秉承“旅游兴镇、生
态美镇”的发展思路，按照全镇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规
划，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从中摸索出了适合自身发展
的特色之路，铺开了一张旅游产业的发展蓝图。

金秋游广武金秋游广武
挖掘历史文化 打造象棋故里

广武镇楚河汉界文化旅游度假区，总占地
面积 19344亩。两千多年前，这里金戈铁马，英
雄驰骋，上演了一场千古流传的经典战役。这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楚汉相争，鸿沟为界”，广武
镇充分挖掘象棋历史文化，以楚河汉界文化为
品牌构建灵魂，借势大汉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依
托壮美黄河景观和多元文化底蕴，从旅游与城
市双功能的角度入手，将文化传承创新、旅游产
业构建、城乡统筹三位一体推进，打造集遗址观
光、文化体验、养生度假、商务会议、运动康体、
生态居住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度假区。如
今，象棋文化已成为荥阳市对外的一张名片，每
两年一次的“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将在这里举
行，致力于打造世界顶级典范品牌象棋赛事。
今年 10月份，第二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将
盛大开赛，奖金额度达百万元，欢迎象棋爱好者
前来观赛。

利用自然景观 锻造旅游亮点

广武镇北部沟壑纵横，峪顶相间，地形地貌

独特，
史 迹 名 胜
繁多，为古今文
人骚客必游之地，相传上古时期燧人、伏羲、
神农氏在此种粮、采药，施化于民，给后人留
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随着黄
河旅游热的兴起，广武镇借助黄河区位优势，
加快旅游亮点的锻造，吸引更多的游客。目
前，国家 3A 级景区桃花峪及郑州市桃花峪森
林公园对外开放，建设有 3.6 万亩生态林和 2
万亩河阴石榴种质资源。黄河、南水北调、索
河、旃然河穿境而过，有河王、唐岗两个中小
型水库，其中河王水库修建于 1957 年，水域

面积 13平方公里，库容量 2200 万立方
米；唐岗水库修建于 1958 年，全长 5 公

里，水域面积 10 平方公里，库容量 450 万立
方米。1.2 万亩黄河湿地。这些天然的自然
景观造就了三皇文化区、仿古卷长城、郑武公
陵、桃花峪、桃花仙子等景点，可为游客提供
登高览胜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标志碑已成为
桃花峪的主体景观。郑州江南春温泉酒店位
于黄河南岸、桃花峪旁，与桃花峪自然风景
区、三皇山自然风景、炎黄二帝人文风景、楚
汉古战场风景区为邻，与黄河大观隔路相
望。江南春温泉是以温泉养生为主题，以江
南风格为特色，以道家思想为底蕴，以日本温
泉为折射，以生态美食为亮点，以追求健康愉
悦的生活方式为宗旨的综合性温泉度假景
区，是以江南风格建筑为特色的温泉度假景

区，亦是目前中原地区占地面积大、项目丰
富、档次高的温泉度假区。景区绿化、百亩桃
园、桃源山庄及其他服务设施逐步完善，接待
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广武镇文化旅游
产业年接待人次不断增加，创造收入逐年提
高，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传承黄河文化 构建秀美广武

中华民族的摇篮九曲黄河在这里分界，新
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黄河卷》《黄河300问》《黄
河年鉴》《河南省志》，以及 2008 年国务院批复
同意的《黄河流域防洪规划》，都明确提出自内
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至河南荥阳市桃花峪为黄
河中游，自桃花峪以下至入海口为黄河下游。此
地建造有黄河分界碑，高21米（意为21世纪），四
面玲珑旋梯联接，外部呈 H 形（意示“黄河”汉语拼
音首个字母），基座高2米 ，四面台阶玉栏护侍，碑
身南北闻隙弋矢一线，径对东经113 °27 ′。曲
廊亭台林木掩映，石径镶嵌花草云英。登碑远
眺，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穷睇于中天，极娱游
于暇日。西观黄河天际流，山峦葱翠。峡谷万
重锁钥大河，水势湍急，跌岩冲撞浊浪滔天；东

眺一马平川沃野千里，烟波浩渺，一望无际，已
成为领略黄河风情的重要胜地。除此之外，广
武镇属于典型的农业乡镇，民风淳朴、热情好
客。金秋伊始正是石榴采摘之际，在北部生态
旅游区有万亩石榴园，皮薄肉多，是满足石榴喜
好者的理想去处。

广武镇作为一个具有悠久人文景观和独
具特色的自然景观的历史文化古镇，通过自
身全面的规划建设和广泛的宣传，树立起一
个良好的内在形象。广武镇旅游资源的挖掘
利用，对本镇的产业结构调整、各行各业的蓬
勃发展不但能起到现实的、局部的意义，而且
对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得以持
续健康有序的发展能起到更全面的、深远的、
历史性的战略意义，现在的广武镇已成为郑
州市区以外的重要的旅游胜地之一。秋意渐
浓，气温适宜，广武镇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莅临
参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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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现
大面积降压供水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记者从郑州自来水公司获
悉，昨日 11时 10分，因原水供应中断，刘湾水厂临时
停产，我市出现大面积降压供水。

郑州南水北调办 21号口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当天由于 21 号口门泵站出现电路故
障，造成刘湾水厂原水供应中断，工作人员立即实施紧
急抢修。昨日 17时 30分，21号口门泵站的电路故障
完成抢修，原水供应逐步恢复正常。

郑州自来水公司调度中心负责人表示，原水供应
中断后，为维持刘湾水厂最低运行，自来水公司被迫降
压供水，造成全市供水范围都受到降压影响，其中最为
明显区域为华山路以东、南四环以北、东三环以西、金
水路以南区域。

该负责人表示，当天 20时左右，刘湾水厂恢复生
产，全市水压恢复正常需要经过3个小时左右。

据介绍，刘湾水厂 2014年 12月建成通水，以南水
北调水为水源，目前是郑州市的主力水厂，主要负责郑
州市东南区域供水，高峰日供水量最高达到 42万吨，
平常日供水量也有 35 万吨上下，占郑州市供水量的
30%。刘湾水厂停产后，即便调度其他水厂进行补水，
郑州市也会出现大面积的降压供水。

记者了解到，此次是刘湾水厂 3 天内第二次停
产。10月 8日，刘湾水厂也曾一度停产，这次是供电部
门对南水北调 21号口门泵站供电线路进行计划性停
电检修所致。

四部门发文规范入市载货汽车管理
未经许可擅自运营 最高可处违法所得10倍罚款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昨日，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市城市管理局、市环境保
护局等四部门联合发文规范入市载货汽车的
管理。其中，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有违法所得的，由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倍
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
法所得不足 2万元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交通秩序综合治理期间，公安、交通、城
管、环保部门将对涉及入市载货汽车的违法
行为依法从严处理。

货运单位及个人、驾驶人员，应当严格遵
守相关规定要求，做到高峰禁行、平峰限行、
夜间通行（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

专用通行证的车辆除外），并遵守道路交通安
全的其他规定。

鼓励使用纯电动载货汽车从事道路货物
运输。使用纯电动厢式或纯电动封闭式载货
汽车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可不受上款有关
通告限制。

在郑州市登记注册的载货汽车，应当以
道路货物运输企业或单位为单元统一外观
标识。各企业或单位的载货汽车外观标识
参照统一的外观标识样式设计，并融入企
业或单位名称、车辆编号等元素，做到美
观、大方。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
路运输经营，有违法所得的，由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
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

法所得不足两万元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处 3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取得道路货
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使
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
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 3000 元以上、1 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员驾驶道路运输经
营车辆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 200元以
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货运经营者不按规定维护和检
测运输车辆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 1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货运经营者擅
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的，由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处 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机动车违反道路禁行标志指示的，机动
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放且驾驶人不在现
场的，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的，机动车
载货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的，重型、中
型载货汽车未喷涂放大的牌号的，故意遮
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驾驶人驾驶
排放检验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等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关规定予
以处罚。

擅自从事餐厨废弃物运输活动的，由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对单位处以 3 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以1万元罚款。

在用重型柴油车（总质量超过 3500 公
斤）未按照规定加装、更换污染控制装置的，
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5000元的罚款。

我省开展家政服务机构品牌创建
首批设置名额38个

本报讯（记者 李娜）今年，河南将
首次评选出38个家政服务品牌机构，
其中，郑州将有 4个机构名额。10月
10日，记者从省妇联获悉，省商务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妇联近
日联合发文，将在全省进一步开展家
政服务机构品牌培育创建工作。

家政服务机构品牌培育创建将
按照家政服务机构经营场所、管理
制度、员工队伍建设、依法经营等
方面的内容，组织认定一批规范诚
信经营、服务质量过硬、经济效益
较好、示范带动作用强的单位，由
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妇联授予“河南省重点家政
服务机构”牌匾和证书，并在全省
推广表彰。

根据《河南省家政服务品牌机构
建设规范》，创建家政服务品牌机构
的单位，除按照国家规定满足正常开
展经营需要具备的要求和条件外，还
应满足一些具体要求。

创建单位应是在河南省内经工
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或经其他部门
依法登记成立且经营 2年以上（2018
年申报创建单位应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前登记成立）的家政服务企业或民
办非企业单位。业务范围以家政服
务、育婴早教、母婴护理、养老服务、
社区照料、病患陪护、保洁服务等与
家庭服务相关的业务为主。有独立、
固定的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在 100平
方米以上，在经营场所突出位置有明
显的单位服务标识。有一定经营规

模，在本地区同类家政服务单位位居
前列，年推荐上岗家政服务从业人员
数达到 300人以上，有 5名以上专职
工作人员（其中必须有熟练使用计算
机的人员），客户对服务满意率达到
80%以上。

家政服务机构提出创建申请，
商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妇联等
部门按照要求，把在当地信誉度较
高、影响力较大、营业额和税收名列
前茅的机构，择优确定承担品牌创
建任务。根据各省辖市上报的验收
情况和抽查结果，研究确定拟认定
的 2018 年品牌单位名单，并进行网
上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将发文公
布 2018 年河南省家政服务品牌机
构名单。

郑州火车站
东进站口封闭施工

乘客须绕行至临时通道进站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李静）记者昨日从
郑州火车站获悉，即日起郑州火车站对东进站口安
检模块进行封闭施工改造，预计春运前结束。施工
期间，郑州火车站东进口设置了临时进站通道，旅客
需要绕行进站。

据介绍，目前郑州火车站东进站口实名制验证位
于候车室外，安检区与人工手检区位于旅客集散厅内，
客流高峰段，容易产生排队、拥堵现象。为进一步提升
进站效率，车站对东进站口安检模块进行改造。

施工期间，车站在东广场售票厅北侧原消防通道
外设置临时实名制验证区域，将原消防通道设置为临
时进站通道，东进站大厅设置临时安检区域。

施工改造后，目前站房东侧前廊将向广场方向延
伸约 15.6 米。新建实名制验证、安检大厅 1180 平方
米，大厅内新建安检验证模块 3个，共设自助验证通道
6个，安检通道 6个。同时新增引导标识、监控、广播
等，大大提升旅客进站效率，方便旅客出行。

郑州火车站相关负责人提醒，施工期间，火车站
东进站口仍可进站，但是旅客需要经临时进站通道绕
行进站，行走距离较长，建议旅客尽量从西进站口进
站乘车。

郑大一附院周边
公交站位将调整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记者昨日从市公交总公
司获悉，为了使郑大一附院周边区域交通更加顺畅，
我市公交将从 10 月 13 日起调整郑大一附院周边公
交站位。

具体为:
大学路东医学院站位（郑大一附院西门）取消。原

停靠此站位的 35路、63路、63路区间调整至金水路立
交桥下 35路公交场站站内；108路调整至建设路北站
位；Y21路调整至金水路东站位。

大学路西医学院站位向南迁移 50米。原停靠此
站位的 63路、63路区间、111 路、277 路、552 路、Y21
路全部迁移。

金水路东医学院站位只保留夜班线路 Y13 路、
Y21 路。原停靠此站位的 104 路、919 路、302 路、79
路、B11路调整至建设路南新建医学院站位（汇金广场
门前）；34路调整至棉纺路南医学院站；916路调整至
金水路立交桥下35路公交场站站内。

医院转盘站位取消。原停靠此站位的 108 路、
Y19路调整至建设路南新建医学院站位（汇金广场门
前）。

综合整治铁路
沿线出入市口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宋璐 张凯）自开展铁路沿线
出入市口及绕城高速出入站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以来，惠济
区高度重视、积极行动，及时找准工作重点狠抓落实，整治工
作迅速有效。

按照工作安排，惠济区成立铁路沿线、出入市口及绕城高
速出入站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微信平台，各责
任单位安排专人担当联络员，及时通过微信平台向区领导小
组办公室报告每天工作进展情况。

组织人员分别对五环内京广铁路沿线、石武高铁沿线、
绕城高速沿线出入站点周边、北四环和放射性道路出入市
口周边等进行排查摸底，了解问题情况，建立问题台账，针
对绕城高速沿线及出入站点、四环出入市口、京广铁路沿
线、石武高铁沿线等已建立问题台账 310余处，并一一下发
各镇（街道）。

建立日检查、周通报、定期例会、半月评比排名的工作机
制，严格督查机制，督查组每日对铁路沿线、出入市口、绕城高
速出入站口环境综合整治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对发现存在的
问题及时督促整改落实；每周汇总各单位工作情况，通报全
区；定期召开例会，汇报整治工作进度，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下
阶段工作计划，协调解决存在的难点问题；每半月依据检查情
况对各单位综合整治工作打分排名，排名前两名的单位，分别
给予 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排名最后一名的单位将给予罚
款10万元的处罚，排名情况通报全区，促进工作开展。

目前，惠济区已将连霍高速惠济站下道口匝道纳入清扫
保洁范围，开始进行机械化冲洗作业；近期，各镇（街道）已累
计出动人员 810人次、车辆 120余车次，清理绕城高速沿线及
出入站点、四环出入市口、京广铁路沿线、石武高铁沿线等混
合垃圾 1675 立方米，拆除违法建设 2处，清理废品收购站 2
个，治理范围内的环境状况有了初步改善。

“红马甲”保驾护航早高峰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朱永静）昨日 7：30，正值早高峰时
段，未来路街道民航路社区党总支
联合河南省专用通信局组织党员志
愿者 20余人“扼守”在金水路玉凤
路交叉口，开展“文明出行 这个早
高峰由我（红马甲）保驾护航”活动。

“师傅，现在是红灯，等变绿灯
咱再走，为了您的出行安全，请自觉
遵守交通规则。”

“师傅，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

越过安全线，不要倚靠栏杆。”
党员志愿者们统一着装，挥动

着印有“守法交通，文明出行”的小
旗子，劝导行人及非机动车辆不闯
红灯、不乱穿马路。

为了尽可能地让非机动车和行
人在红灯时停留在白线之内，党员
志愿者们在非机动车等待线下成了
一名“带旗白线侍卫”，来回游走在
等车线上，用旗帜和身体在红灯时
劝阻，绿灯时放行。红灯亮起，一位

送孩子的母亲急匆匆地想穿越白
线，被党员志愿者徐军伟成功劝下，
并趁着等待红灯的机会及时向她宣
讲了《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劝导市民遵守交通秩序，提倡文明
出行，营造良好交通秩序。

党员志愿者徐军伟参加完这次
活动感慨地说：“值早高峰的交警和
协警们真不容易，我要向我身边的
家人和朋友发出倡议，把最美的风
景留在停车线内。”

电动和面机“吞手”
救援人员成功营救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吴俊成）面点师傅遭电动
和面机“吞手”，幸获救援人员成功营救。昨日一早，在我
市汝河路边一包子店里，一位面点师傅往电动和面机填面
块时右手不慎被卡在机器里轧伤严重，家人急拨 119、120
报警求援。

昨日 8时许，林山寨街道巡防队员闫建军、郭峰巡逻到汝
河路文化宫路口附近，看见马路边停着两辆消防车和 120急
救车。围观群众向巡防队员反映称，附近一家包子店的师傅
用电动和面机干活时，手不慎卡进机器里受伤严重，因围观人
较多，导致附近道路拥堵。

巡防队员闻讯迅速赶到事发包子店现场配合施救，抢险
救援人员和120急救车医护人员均已到场开展救援。因面点
师傅右手被卡在机器里轧伤严重动弹不得，现场救援队员立
即携带电动剪扩张器到达包子店进行破拆机器营救。经过消
防救援队员对“吞手”的肇事和面机现场进行破拆，面点师傅
被轧伤的右手很快被解救出来，随即紧急由 120急救车送医
检查救治。

专业人士提醒商户，在平时使用电动机械作业时，一定记
得要严格按照操作流程使用，工作时不要分心，避免类似机器
伤人事件的发生。

为解决辖区非
机动车乱停乱放现
象，合理利用道路
停放车位资源，昨
日，建中街办事处
组织巡防队员及社
区志愿者，对辖区
背街小巷模糊的非
机动车线进行加
深、对停车位进行
增补。
本报记者 郑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