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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河河道有绿藻
目前基本处理完毕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段宝玉)上周，市长电话受理指挥系
统共受理电话 60308个，电子邮件 922封。其间，向全市市长电话网
络单位转办 8127件，按期回复 7998件，回复率为 98.4%。主要涉及
水电气暖、环境污染、人社工资、市容环卫、交通安全、社会治安、劳动
保障等方面问题。

市民高先生反映：大石桥与紫荆山路之间的金水河河面上有大
量绿藻，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

市长电话转城管局落实处理，后回复：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该单
位及时到现场进行了实地查看，市民反映情况属实。近日，由于金水
河生态水来水量较小，金水河水流流速缓慢，有机物沉淀，水体富营
养化，加之近期气温升高，导致金水河水草绿藻疯长。对此，市城管
局河道管理处已积极协调市级相关部门，加大景观水源补充下泄，同
时增派人员力量，加班加点打捞水草绿藻，净化水体，目前已基本处
理完毕。

市民刘先生反映：其于2013年通过房管局申请租赁了管城区南
三环与郑尉路交叉口西北角永恒尚东小区的一套公租房屋，之前每
月房租54.4元，现通知上涨至每月268元。

市长电话转市房管局调查落实，后回复：接市民反映后，该局立
即组织人员与管城区房管局住房保障中心和公租房运营管理单位联
系，查询原始资料和信息。经调查，市民刘先生为公租房住户，持有
低收入救助证，现承租管城区南三环与郑尉路交叉口西北角永恒尚
东小区6号楼一套面积60.5平方米的公租房屋，保障人数为1人。根
据相关规定，该公租房住户承租地段租金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 8元，
保障面积为 30平方米，保障面积内租金补贴系数为 0.9，租金为 24
元；超出保障面积租金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8元，租金为244元；合计
月租金为 268元。市房管局工作人员已就相关情况与刘先生进行了
沟通解释，反映人对此表示认可。

市民高先生反映：其为中原区百花路小学附近居民，因前期百花路修
路，46路公交车绕到工人路行驶，现百花路已经修好，但46路公交车仍然
在绕行，给百花路沿线居民乘车带来很大不便，希望尽快恢复。

市长电话转市公交总公司调查落实，后回复：接市民反映后，该
单位高度重视, 立即安排人员实地勘查落实情况，百花路（中原路至
建设路路段）施工现处于收尾阶段，目前还没有完全完工，个别路口
的交通标示、标线还不健全，路面还没有铺设完毕,存在极大的安全
隐患。待交通标示、标线全部安装到位，路面铺设完成后，市公交总
公司会及时恢复原线路运营。

28名专科新生配备13位优秀导师

用“读研”方式上专科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一个由 28 名专科新

生组成的班级，却配备有 13 位“重量级”导
师团。其中，有“双一流”院校博士生导师、
有国家级优秀教师，还有专业领域学术技术
带头人……未来 3 年，这个特殊的专科班
级，将用“读研”的方式上专科。

10 月 12 日 ，在 郑 州 铁 路 职 业 技 术 学
院，13 位优秀导师和 2018 级轨道交通创新
实验班的 28 名新生正式“面对面”。据介
绍，创新实验班是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今年高考录取优中选优组建的班级，是新
生 群 体 里 名 副 其 实 的“ 学 霸 军 团 ”：28 人
中，有 4 名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生，3
名超过一本线的同学，21 名超省份本科线
90 分以上的同学。

优秀的学生，离不开优秀的教师。针对这
一“学霸军团”，学校为其组建了一只由校内外
优秀教师共同组成的导师团队。其中，校内导
师团队8人，包括学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带
头人、学术技术带头人、相关专业领域专家教
授；校外导师团队有 5人，都来自“双一流”高
校郑州大学，其中，李倩教授是郑大科学研究
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在创新实验班，除了配备优秀导师，学校
还针对每一个同学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一年
级实行通识培养，第二学期细分专业方向。创
新实验班基本学制三年，可实行弹性学制。这
意味着，如果表现突出，修完课程和环节，同学
们可以提前毕业。

虽然创新实验班是学校的“特区”，但进入
实验班的同学也并非高枕无忧——学校对这
个班进行动态管理，同时也建立了退出机制：
违反校规校纪、受到警告及以上处分者，每学
期所修的全部必修课程中出现不及格者，或所
修全部必修课程平均分数低于70者都要回到
普通班学习。

“创新实验班的学生们拥有更为扎实的
知识储备和更高、更急切的职业发展需求。”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孔凡士表示，为
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配得上、配得好”的教
育，学校决定探索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新模式，
为优秀学生提供“定制化”培养路径，尤其是
近年来，轨道交通产业迅速转型升级，创新轨
道交通人才培养模式，也将更加能够满足行
业企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国际化、复合
型人才的需求。

公交车长拾金不昧
乘客送锦旗表谢意

老人出门忘关灶火
巡防爬窗紧急施助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王辉）忘关灶火老人慌，巡防爬窗把
忙帮。昨日，建设路巡防做了一件暖心事。

昨日9时许，在桐柏路与协作路交叉口西侧中心医院小区里，一位
老人气喘吁吁地跑到巡防室门口拉着队员就走，边走边一个劲儿地指
着 4号楼一楼的窗户说:“我忘了我儿子今天要上班，早上没带钥匙我
出门买菜去了，等到回来才想起来，燃气灶上还开着火……”

由于老人跑得急，有些喘不过气，队员急忙稳定老人情绪，并问明
情况。原来老人姓朱，今年 80多岁，住在协作路 19号院 4号楼，刚才
出门的时候钥匙忘在了屋里，可是厨房的火上还热着饭，老太太害怕在
孩子们赶回来之前引发火灾，所以想请队员帮忙想办法把火关上。巡
防队员赵伟旗立即和队员陈建武一起爬上防盗网往厨房里看，看到灶
台上的一口锅里还煮着东西。

燃气还在烧着锅底，随时可能引发火灾。情急之中，队员找来一
根竹竿，然后爬上窗户，将竹竿伸进厨房，一点点关闭了燃气灶的阀
门。当朱阿姨的孩子赶回家时，巡防队员已经将燃气关住了，朱阿姨
一家对巡防队员连声道谢。

建设路巡防提醒辖区老人，上了年纪容易忘事儿，所以出门前，一定
要尽量做到“三查两带”：“三查”指检查家中的燃气阀门、检查电源、检查
自来水管是否关闭；“两带”指带上家门钥匙，带上手机，以免意外发生。

助脱贫攻坚
创慈善之城

中牟募集善款逾2377万元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李斌）10月 13日，“助脱贫攻坚、创慈善
之城”中牟县2018“郑州慈善日”捐赠仪式举行。此次捐赠仪式共募集善
款逾2377万元。

仪式共分为三大篇章：第一篇章为“慈善——榜样的力量”。为鼓
励更多的爱心企业、爱心单位、爱心人士投身慈善事业，仪式上县委、县
政府对上年度慈善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十大爱心企业、优秀组织单位、优
秀慈善合作单位、慈善好人、优秀慈善志愿者工作站和优秀慈善志愿者
进行了表彰。

第二篇章为“慈善——贫弱的希望”，为不断发挥慈善事业助力脱
贫攻坚的重要作用，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仪式现场救
助了 20 名特困群众，现场发放慈善救助款 20 万元，为特困群众送去
了希望。

第三篇章为“慈善——身边的好人”。在中牟县 2018“郑州慈
善日”捐赠仪式上，来自全县各乡（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
办 事 处 ，县 委 各 部 委 ，县 直 及 驻 县 各 单 位 ，各 人 民 团 体 和 爱 心 企
业、爱心人士的捐赠代表积极踊跃奉献爱心，集涓涓细流汇成爱
的海洋。

中牟县慈善总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慈善事业是一项惠及民生、促进和
谐、事关中牟47万人民福祉和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崇高事业。今后将会
一如既往大力弘扬慈善文化，营造广大群众了解慈善、参与慈善的良好氛
围，持续汇聚慈善力量，持续创造中牟慈善事业新成就，为中牟打赢脱贫
攻坚战、助力都市田园新城建设作出新贡献。

爱心无止境
捐助暖人心
荥阳募集善款1657万元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佳）今年是荥阳市开展“全民慈善
日”活动的第 9 年。10 月 12 日，2018 年“全民慈善日”捐赠仪式在该
市举行。全市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奉献爱心，现场共接收爱心捐款
1657 万元。

其中，捐款100万以上企业单位有4家，分别是郑州昌煜实业有限公
司、郑州清华园集团、郑州海龙集团有限公司、明德助学基金会。

据了解，2017 年以来，荥阳市突出“精准扶贫”和“困境儿童关
爱”两个重点，募集善款 2053.86 万元，实施慈善项目 75 个，开展各
类慈善活动 136 场，发放救助金 2361.72 万元，惠及困难群众 2.45 万
人次。

活动现场，荥阳慈善志愿者代表宣读了《2018 年“荥阳全民慈善
日”活动倡议书》，向全市社会各界人士发出倡议：爱心无止境，捐助
见真情。传承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以实际行动支持荥阳
慈善事业。

家电维修进社区
便民服务慈善行

慈善融真情
细流汇成海
金水750万元善款到位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许丽娜）为迎接“郑州慈善日”的到来，
12日，金水区各级政府、爱心企业和社会团体，集小流而成江河，筹得善
款750万元。

当日上午，一首《爱的奉献》在金水区区机关大院响起，金水区委、区
政府四大班子领导、金水区机关大院的领导干部和职工、区直机关各单
位、各街道办事处代表等 400余人现场慷慨解囊，奉献爱心。经统计，捐
赠仪式上共募集善款750万元。

当天，除了在金水区政府大院这个“主会场”组织的捐款活动，还有多
个“分会场”。丰产路街道办事处以及区慈善总会丰产路分会联手河南万
厦物业、“丰之彩”艺术团、尚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多家爱心企业和单位
举办“慈善融真情，爱心无止境”慈善活动，当场筹得善款35740元。凤凰
台街道省检社区党总支联合辖区惠民中学开展“郑州慈善日”爱心捐款活
动，共募集善款19000元。

最佳错峰旅游季到来

多条境内外出游线路“跳水”
本报讯（记者 成燕）十一长假过后，随着

出行人数减少，各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机票、酒
店等资源的紧张情况得到缓解，旅游产品价格
大幅回落，加上秋季气候宜人，“最佳错峰旅游
季”已经来临。昨日，携程发布了错峰旅游价
格指数与国内外错峰性价比线路。

据统计，10 月中下旬至 11 月，境内跟团
游、自由行产品平均价格下降 20%~30%，境
外旅游产品降价区间在 10%~30%。目前已
有近万家旅行社在携程平台推出节后降价和
促销产品。以热门海岛目的地沙巴为例，降
价幅度超过 40%，前往沙巴最低价格不到
2000元。

“进入 10月中旬后，国内游产品的价格会
普遍下降 500~1000元，境外长线降价幅度会
更高。如果选择在淡季出行需要小心低价陷
阱，选择旅游产品时需了解行程安排与合同细
节。”携程旅游专家表示，在网上选择产品可以
从销量、点评等多个角度比较，特别是看平台
是否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携程已率先推出团
队游体验保障，对涉及的食、住、行、游、购、娱
等环节，公开了明确的服务与赔付标准。

国内哪些地方降幅大，更适合出游？携
程发布的“国庆后十大性价比线路”显示，包
括三亚、桂林、丽江、成都、拉萨、西安、黄山等
热门目的地，部分特惠线路价格跳水幅度都

在四成以上。目前，不少年假族、银发族选择
在节后开启“上山”“下海”错峰游模式。以国
内游热门的三亚为例，国庆后机票、酒店价格
大幅回落。

境 外 哪 些 目 的 地 适 合 在 11 月 份 前 出
游？根据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数据显示，
进入 2018 年最后一个季度后，旅行社的促
销力度不断加大，热门海岛及欧洲深度游
有三成以上的降幅，部分促销路线降价更
超 50%。

根据国庆节后旅游线路价格环比涨跌情
况，携程发布了国庆后出境游十大性价比目的
地及特惠线路。其中降幅最大、性价比高的目
的地及线路有俄罗斯、新加坡、欧洲、美国、泰
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和南非。
以“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 12日跟团游”为
例，相较国庆期间动辄过万元，选择在10月下
旬及 11月错峰出发，只需 6399 元起，性价比
相当高。

出境游热门的泰国、日本价格也大幅度下
降。以一条“日本大阪+京都+箱根+东京 6日
5 晚跟团游”产品来看，10 月最低价格只需
3899元。一条“泰国曼谷+芭堤雅+沙美岛 7
日 5晚半自助游”产品，10月下旬出行价格为
2800余元，相比于国庆节期间人均价格 4200
元，下降三成左右。

车头变形卡住司机双腿
消防员牵引破拆营救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杜安东)昨日，一辆大货车在陇海西路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驾驶员腿部被夹在变形的驾驶室内，中原区消防大
队破拆车门成功实施救助。

昨日 9时 05分，中原区消防大队富民路中队接到指挥中心调度，
陇海路与西四环交叉口向西约 1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男子被
卡在驾驶位置，情况危急急需救助。

接到报警后，富民路消防中队立刻出动2车 14人赶往事故现场实
施救援，9时 23分中队消防员到达事故现场，经观察大货车车头在撞
击中严重变形，挡风玻璃破碎，车门也已损坏，一名男子受伤被困驾驶
室内。

指挥员立即下达命令，攻坚组成员使用撬杠、机动液压破拆工具、
车载牵引等工具破拆车辆左侧变形的车门，同时展开现场警戒。

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被消防员成功救出，随后被移
交给现场120医护人员检查救治。

昨日，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货车驾驶员经检查并无生命危险 ，
目前郑州交警二大队正在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毛文琴 文/图）
昨日下午，在 S101路公交车终点站调度室，
市民王国强将一面“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的
锦旗交给车长钱金洋，赞扬其拾金不昧的正
能量行为。

原来，13日下午，S101路公交车长钱金
洋驾车行至终点站，打扫车厢时，发现在座位
旁边有一个男士钱包，打开一看里面有厚厚
一沓现金，还有银行卡和一些有效证件，想着
失主会非常着急，就赶紧交给当班调度帮助
寻找失主。

在调度翟坤莹和几名车长共同见证下，
调度员打开钱包，发现里面有身份证、社保

卡、银行卡和一些重要证件，还有厚厚的一沓
现金，仔细查了一下有 6000余元，没有找到
任何联系方式，只好将钱包暂存在调度室，等
待失主主动联系。

一小时后，一名男士心急火燎来到调度
室，焦急询问有无拾到一个男士钱包，并说明
钱包的颜色和现金数量，经核对，证实是乘客
王先生丢失的物品和钱物。

原来，王先生的朋友向他借钱给亲戚
治病急用，他在银行刚取的钱，准备借给
朋友救急，“如果丢了会耽误事啊，感谢
热心车长拾金不昧的善举。”王先生激动
地说。

昨日，管城区举行“全国盲人节”宣传教育活动，为视力障碍朋友发放
盲杖、盲表等辅助器具，让盲人感受节日的快乐。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翟羽佳 文/图）近日，管城区西堡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和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通号中心第一党支部
联合开展“慈善便民，家电维修进社区”活动。

全民慈善日当天上午，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家电维修人员早早就来到
活动现场，活动不仅吸引了本小区的居民，不少住在附近小区的居民得
到消息后，也纷纷将家里损坏的热水壶、电饭煲、吸尘器等小家电拿来请
志愿者们帮忙维修。志愿者们细心地在每个需要维修的家电上贴上标
签，写好对应居民的姓名及联系方式。他们一丝不苟地诊断每一件电器
所存在的问题，利用自身所学知识，对家电进行“手术”抢救，同时向居民
们宣传慈善精神。此外，对于无法修好的电器，志愿者们也认真地说明
损坏原因，并提供了维修建议。

“这些小家电虽说不贵，但丢弃了又觉得可惜。由于日常工作忙就一
直没拿去维修，你们的到来既给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又让这些弃废已
久的家电‘重焕生机’。希望今后你们能常到我们小区开展这样有意义
的活动!”一位居民阿姨开心地说。

据介绍，此次家电维修进社区活动，不仅以实际行动弘扬了慈善精
神，而且帮助居民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给居民提供了足不出户的
便利服务，受到大家热烈欢迎。

·身边正能量

市长电话 一周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