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2 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责编 许艳霞 谭文国 校对 宋 利 电话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要闻·综合

正月十四如意湖畔
有场民间文艺大赛
本报讯（记者 陈凯）2 月 18 日（农历正月十四）

14：00，“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郑州市2019年
民间文艺大赛暨狮王争霸邀请赛，将在郑东新区如意湖
文化广场激情开赛。这是记者昨日从河南省龙狮龙舟运
动协会获得的消息。

本次狮王争霸邀请赛，由市委宣传部、郑东新区管委
会主办。比赛分为展演活动和争霸邀请赛两大部分，共
有来自全省各地24支舞狮队参加本次比赛。据了解，比
赛期间参加争霸邀请赛的舞狮队将在如意湖文化广场区
域表演争霸，而其余部分队伍将在如意湖停车场区域进
行集中展示。届时，广大群众可前往郑东新区如意湖文
化广场，一睹狮王争霸的精彩场面，共享群狮贺岁的喜庆
吉祥。

据了解，本次狮王争霸邀请赛，是我市首次举办舞狮
专项比赛，旨在为我市乃至全省舞狮爱好者搭建一个切
磋交流的平台，同时借助赛事的举办将本项赛事打造成
一个集群狮贺岁、民间文艺舞狮大赛于一体的文化盛会，
不断壮大基层文化队伍，提高表演层次和水平，并打造郑
州市节日文化品牌。

郑州120救治
人数增近一成

本报讯（记者 王治 通讯员 徐淑玲）昨日是春
节假期最后一天，恰逢迎来一场久违的春雪，为市
民的生产和生活增添了不小难度。在节日应急保
障方案的指导下，郑州 120急救经受住了特殊天
气的考验，救援救治 1538人次，与去年春节相比
增加了9.31%。

据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统计，2月 4日 8
时至 2月 10日 15时，郑州市 120指挥调度大厅派
诊 1738 次，接诊伤病员 1538 人次。其中心脑血
管疾病发病率位居榜首，占到了总接诊人数的
27%，其次是呼吸系统疾病、交通事故伤害、酒精
中毒等。

春节期间，为保障广大群众欢度春节，郑州
120急救实行 24小时急救管理干部带班制，全市
55家急救站根据应急保障方案，人员、药品、车辆
等方面统筹安排，确保120急救绿色通道畅通。

全市社会治安
大局总体平稳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王洪岩）春节假
日期间，我市公安机关民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用实际行动维护全市社会大局稳定。据警方通
报，2月 4日至 10日，110指挥中心接报警与去年
同比持平，全市没有发生涉恐涉暴的重大案事件，
没有发生造成重大影响的刑事、治安案事件，没有
发生重特大交通、火灾和治安安全事故。

全市公安机关牢固树立“群众过节、警察站
岗”的奉献意识，上下一心，集中精力，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全力落实各项安全保卫措施。同时，全
市各级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三分之一以上警力常态
值班备勤，“双正职”在岗在位，并带队深入一线重
点部位开展巡逻巡查，随时接受群众报警求助和
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整个春节假期，全市交警部门全员在岗，以保
畅通、保安全为目标，切实加强春运期间的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节日期间,简易程序处理事故
同比下降61%，亡人事故同比下降42%，伤人事故
同比下降87%。

治安部门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全市
共查处非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和违规燃放烟
花爆竹案件 190起，行政处罚 179起，收缴烟花爆
竹 980箱，未发生因生产、运输、燃放烟花爆竹引
起的安全事故。

特警 12组 PTU、交管巡防 112个巡组以及各
分局武装巡逻队，坚守岗位，屯警街面，密织网格，
快速反应，重点围绕“一港”、“三铁”、6大商圈、10
个长途客运汽车站和 15个大型广场游园等 38个
要害部位开展武装震慑巡逻，做好充分的应急处
置准备，确保全市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平稳。

春节出游总结报告发布

避寒游冰雪游
民俗文化游火爆
本报讯（记者 成燕）逛庙会、逛博物馆、寺庙祈

福、海外过大年……2月 10日，驴妈妈旅游网发布
的《猪年春节出游总结报告》显示，春节期间，南下
避寒、北上冰雪、民俗文化主题游火爆，签证便利、
文化体验丰富的短线出境游颇受国内游客欢迎。
在周边的特色酒店团圆过大年，也成为今年春节
的热门之选。从客群来看，含有儿童的订单在春
节订单中占比达到57%，亲子出游需求最为旺盛。

今年春节期间，除了常规热门体验线路外，多
个景区纷纷举办特色“年味”活动，吸引大量居民
到景区体验春节民俗。由于难得七天春节长假，
许多游客选择长线出游，感受异地的民俗文化、自
然山水。《报告》显示，到南方海滨城市、山水名胜
避寒清肺，到东北感受万里雪飘壮美、冰雪运动的
快乐，到历史文化名城感受年味和熏陶，是春节长
线出游三大热门，预订人次火爆。其中，三亚、厦
门、哈尔滨、北京、丽江、桂林、西安、广州、上海、杭
州位居国内长线游十大目的地。

从消费价格来看，由于春节酒店、机票价格高
涨，家庭出游更追求品质，春节国内长线游热销产
品平均客价相比往年都有一定上涨。猪年春节期
间，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到海外旅游。相关数据
显示，春节出境游人数同比增长三成。

春节期间

合理分配人员
投入除雪行动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宝玲）新型环保除雪
车上路，车过雪净；固体融雪剂、液体融雪剂抛撒桥梁、坡
道，确保易滑路段畅通。从 2月 10日凌晨开始，中原区
环境卫生管理队已投入紧张的除雪大会战。

在清理积雪过程中，出动大型多功能液体除雪车、推
雪板（铲）、铁锹、三轮车等各种适宜的除雪设备，对辖区
主次干道及中原大桥、陇海路铁路桥涵洞引坡及嵩山北
路桥涵引坡、桐柏北路桥涵引坡、秦岭北路桥涵引坡实施
融雪剂撒布。采用机械化除雪作业第一时间清除了部分
路段路面积雪。

中原区环境卫生管理队还及时调整工作时间，合理
分配人员，做到事有明细，人尽其责，积极应对恶劣天
气。此次除雪行动，共出动综合除雪车 1 台、撒布机 6
台、滚扫 3台，6台液体融雪剂撒布。截至 2月 10日上午
10时，已经抛撒近百吨融雪剂。中原区环境卫生管理队
负责人表示，将密切关注降雪情况，组织环卫人员持续开
展除雪工作。

重点区域连续清除
沿街商户全面督查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刘武军）为做好清除冰

雪工作，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降雪给市民出行、生活等造
成不便，二七区城市综合执法局按照清除冰雪应急预案
的职责分工，迅速开展道路除雪保障工作。

早上 8时，二七区城市综合执法局组织人员开展道
路除雪保障工作，各派驻办事处执法中队对中原路、大学
路、河医周边、绿城广场、二七广场、火车站、地铁出入口
等重点区域进行连续除雪；执法人员对辖区内沿街商户
的除雪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同时，二七区城管局环卫总公司立即启动除雪应急
预案，积极组织人员对嵩山路、建设路、大学路、中原路等
重点道路快车道、主次干道十字路口、人行天桥等路段进
行及时清理，共出动人员3300余人，装载机4台，东风车
3辆，撒布机 5台，洒水车 9台，大型洗扫车改装雪滚车 5
台，改装推雪车3台，抛撒融雪剂120吨左右。

落实应急预案
随时准备清扫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宋璐）昨日，春节后第
一场雪降临郑州，给节日中的郑州市民带来了一份意外
惊喜，同时也给省会郑州的城市交通带来了巨大压力。
惠济区市政管理中心紧急行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环卫
力量，全员投入除雪保通行动中。

早上 5时起，惠济区清洁服务公司组织一线环卫职
工 1100余名，分成 4支除雪队伍，对辖区管理的 22条主
干道路进行除雪保通作业。投入除雪车9辆、散布机车3
辆、压缩车两辆，人工除雪铲 500 把，抛撒融雪剂 50多
吨，确保除雪保通工作顺利进行。

惠济区市政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惠济区市政管理中
心、清洁服务公司将积极落实郑州市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应急
预案要求，随时准备，确保城市交通畅通和市民安全出行。

动员社会力量
街头积极除雪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刘睿）昨天凌晨，郑州
迎来开春以来第一场雪。管城区“以雪为令”，迅速组织
和动员社会力量 35000人，走上街头除雪保畅通，确保
辖区无积雪，努力创造安全出行良好环境。

10日凌晨起，管城区城市管理局迅速启动除雪保畅
通预案，现场指挥，督导辖区主次干道除雪工作。全区环
卫系统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并动员社会力量 35000人，
动用各类专业除雪车辆设备32台，出动转运雪车辆设备
近120台，分别在紫荆山路、东大街、西大街、郑汴路等主
次干道除雪工作，抛撒融雪剂量约150吨。

截至当日上午11时，全区主要道路机动车道通畅无
积雪。组织人力在湿滑路段设置路障和“桥面冰冻，严禁
通行”“冰雪天气，谨慎通行”警示牌，提醒辖区居民通行
安全。在最短时间内，保持道路畅通，最大限度地降低降
雪对市民群众生活和出行的影响。

重点路段路口
引坡撒融雪剂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吴云峰）昨日，雪花飘飘
洒洒，洒落在春节长假最后一天。航空港实验区除雪办

“以雪为令”，立即启动除雪应急工作。
早上7时，航空港实验区城市管理局组织人员出动4台

专业撒布机及85台除雪设备，对迎宾路高架段、迎宾路路
面段、隧道、桥梁及重点路段、路口、引坡等进行抛撒作业，
撒播融雪剂约32吨。环卫工人也在一早出动，按照先主次
干道、后背街小巷的工作要求，集中开展清除冰雪工作。

据统计，该区共出动环卫工人 2600余人次，使用各
类除雪工具2200个。各除雪责任单位除雪保畅，干得热
火朝天。中午时分，雪停后，已实现主次干道快车道无积
雪，确保航空港实验区正常通行秩序。

多种方式结合
全力扫雪除冰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通讯员 李磊）春节长假的最后
一天，春天的第一场雪，如期而至。2月 10日凌晨，经开
区“以雪为令”，迅速安排部署，立即启动除雪保畅通、保
安全应急预案，全力组织开展扫雪除冰工作。

凌晨4时，经开区城市管理局立即启动除雪预案，采
用“机械+人力+融雪剂”方式，确保辖区主要道路、桥梁
第一时间畅通。

截至 17时，经开区共出动环卫人员 14000余人次，
出动各类机械化车辆 1200余台，累积冲洗道路面积约
30万平方米，捡拾绿化带 11万平方米，清理各类卫生死
角380余处，积存垃圾约410立方米，全区主次干道基本
实现道路畅通目标。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
盼 文/图）为保证城市运行秩序正常有
序，昨日，郑东新区以“路长制”工作为
抓手，发挥路长效用，全面开展除雪融

冰保畅通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冰雪
天气对市民工作、生活造成的不便，确
保管养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保证市容
环境整洁有序。

郑东新区提前部署，积极行动，应
对当前冰雪天气：东区管委会市政园
林局组织东越、兴东和郑汴市政公司
动用一切应急除雪设备，全员上阵，保
证辖区主干道、环快、高架积雪及时清
除；各乡镇办主要负责人带队，各级路
长指挥调度本路段有关人员，对城区一
般道路、背街小巷等，积极开展以“路长
制”团队为骨干的除雪竞赛活动。

从昨日凌晨6时开始，东越市政公
司等启动除雪应急预案，出动全部除
雪机械开展除雪融冰作业，共出动 80
余台除雪铲、雪滚、抛雪机、撒布机等
大型专业除雪设备，以北三环快速路、
北三环、九如路、龙湖外环路、平安大
道、明理路、文苑路等区域出入口道路
为重点，全力清除快车道积雪。并出
动除雪队伍 1000 余人，以郑大一附
院、安置社区、地铁站口、道路桥梁为
重点，清理道路积雪，保障重点区域周
边道路通行状况。

以路长制为抓手除雪融冰保畅通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文/图）昨
日是春节长假最后一天，也是春节长
假返程高峰，郑州雪花漫天飞舞，积
雪覆盖道路，给春运返程出行带来了
很大的困难。郑州交警启动恶劣天气
预案，采取多项措施进行道路管控。

交警全员上路进行指挥疏导，在
高架桥、高速公路、国省道设置固定
执勤点和流动巡逻岗，对路面进行有
效管控。

由于积雪路滑，高速公路禁止七

座以上客车通行，交警视情况对高速
公路、高架桥等采取临时封闭、分流等
措施，并设置温馨提醒标识牌（如图）。

科学布警指挥疏导。通过监控
视频，一旦发现有路段路滑行驶困
难，车多拥堵，或发生交通事故及车
辆损坏占用道路等突发情况，立即指
派民警前去快速处置。

加强事故快速处置。事故处置
民警和事故拖车在路面不间断巡逻，
发现交通事故快速处置，发现坏车及

时拖移，避免占用道路造成拥堵。
对于发现的坡陡路滑、积雪较深

等出行困难的路段，及时组织警力清
扫道路，并及时协调市政环卫等部门
抛撒融雪剂，清扫等措施清理路面，
确保道路畅通。

为春节返程群众提供出行服
务。对于出现车辆抛锚等需要帮助的
群众，出入市口各个固定执勤点为群
众提供热水、方便面等食品，必要时采
取警车开道等措施确保出行安全。

交警齐上岗 护卫返程路

聚焦新春首场雪

全员行动除雪保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