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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4天 高速免费通行
只对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免收

地铁“五一”行车间隔最短缩至2分50秒
2号线与城郊线小交路终点站调整至孟庄站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郑州地铁昨
日发布消息，为做好假期期间运输保
障，郑州地铁将科学安排运力，加强应
急处置，其中包括把列车最小行车间隔
压缩至 2分 50秒，将 2号线与城郊线小
交路终点站由南四环调整至孟庄站等。

按照以往经验，4月 30日地铁车站
客流高峰将提前至 13:00，且将持续到

21:00。据悉，为提高运力，4月 30日地
铁1号线最小行车间隔将压缩为2分 50
秒。2号线与城郊线小交路终点站将调
整至孟庄站，刘庄站至孟庄站最小行车
间隔压缩至3分 50秒。

4月 30日～5月 4日，1号线在原计
划上增加 2列备用车，5月 1日～4日，2
号线与城郊线在原计划上增加1列备用

车，郑州地铁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组织
备用列车上线运营。

郑州地铁还提前做好安全检查、培
训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对列车车辆、
电扶梯、屏蔽门等设备进行细致检查，
做好设施设备精检细修，确保设备运行
正常。预计假期期间临近交通枢纽站
的车站，如秦岭路站、郑州火车站、二七

广场站、郑州东站、刘庄站、陇海东路
站、新郑机场站客流较平日将有所增
长；临近商圈、学校的车站如河南工业
大学站、二七广场站、紫荆山站、市体育
中心站、文苑北路站、关虎屯站客流将
有不同程度增长。车站届时将适时采
取客流控制措施，请广大乘客听从车站
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进站乘车。

优秀贫困初中生可免费读高中
助学行动全面启动 即日起可报名

本报讯（记者 李娜 张影）免
费读高中，还承担学生的来回路
费和基本生活费……4月 23日，
记者从河南省慈善总会获悉，
2019 年资助优秀贫困初中学生
免费读高中助学行动全面启动，
我省优秀贫困应届初三学生可
报名广东顺德国华纪念中学免
费读高中。即日起到 6 月 20 日
为报名时间。

据悉，广东顺德国华纪念中
学本年计划提供 50 个考试名
额，报名时间为 4月 18日至 6月
20 日。报名后，新生入校考试
分为两个部分，即文化课考试和
综合素质测试，校方将根据学生
初试及复试的综合成绩确定资
助学生。

凡被国华纪念中学录取的

学生，从进校起，学校将提供四
方面的资助，即承担学生在校学
习期间的一切生活、学习费用和
回乡探亲的车费，一切生活用品
均由学校提供，包括鞋袜、内衣
等。对考上本科大学的学生，每
年还发放奖学金，资助在大学期
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对在大学
期间成绩优异、获得大学各种奖
励的学生，再给予特别奖励。对
个别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经过
学生申请和学校管理委员会批
准，还将为其家庭每年提供一定
数额的经济资助。每月发放零
用钱每位男生40元、女生60元。

据了解，国华纪念中学坐落
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
是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纯慈善、
全免费高级中学。

本报讯（记者 王红 文/图）
昨日，河南大学龙子湖校区南
大门在郑落成，与河大明伦校
区南大门遥相呼应。郑汴两地
具有同样面目的两座校门，穿
越时空，将“百年河大”精神和
文化完美传承。

河南大学龙子湖校区坐
落于郑州龙子湖畔 、贾 鲁 河
旁，环境优美，与郑东新区城
景 交 融 ，相 得 益 彰 。 河 大 龙
子 湖 校 区 南 大 门 按 照 1∶1.5
的比例，圆满复制具有 83 年

历史的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南
大 门 ，校 门 背 面 门 楣 上 以 柳
体金字书写的“明德新民、止
于至善”的校训，随着时间的
流 逝 历 久 弥 新 。 据 介 绍 ，全
新的南大门始建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由河大校友、居易集
团 董 事 局 主 席 刘 向 阳 捐 资
1000 万 元 投 入 建 设 ，历 经 4
年精心打磨后落成。

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表
示：“上世纪 40 年代几任校长
倾心设计建设的明伦校区南

大门被移植复制到龙子湖校
区，屹立在校区南侧，标志着
百年河大的精神和文化延续
到 龙 子 湖 校 区 ，河 南 大 学 的
血脉和文脉也将注入郑州校
区 的 办 学 基 因 ，将 与 郑 州 独
具特色的都市文化融为一体，
成为推动郑州校区办学的精
神动力。”

在当日落成典礼上，刘向
阳再次捐资 1000万元设立“河
南大学向阳基金”，支持母校
发展。

郑州海关截获大量甲虫
提醒：不要携带邮寄此类“宠物”入境

本报讯（记者侯爱敏文/图）
记者昨日从郑州海关获悉，该
关日前从进境邮件中查获 50
只大型甲虫。这也是郑州海
关首次从邮递渠道截获大量
甲虫标本。

该邮件来自南美秘鲁，内
装 50 只大型甲虫，其中 32 只
被做成标本，18 只已经死亡。
经与收件人联系，收件人表示
对相关法律法规不甚了解，出
于兴趣从网上购买这些昆虫
饲养和做标本。

据了解，近年来，郑州海关
不断从进境国际邮件中截获甲
虫、泰国斗鱼、泰国鳌虾、波兰

蜘蛛等“新型宠物”，根据国家
规定，除了具有官方动物检疫
证书和疫苗接种证书的犬、猫
外，活动物、动物尸体和动物标
本禁止携带或邮寄入境。宠物
是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的主
要传染源或传播媒介，这些外
来物种未经检疫评估，一旦发
生逃逸、丢弃等情况，可能对我
国农林畜牧业、生态环境和人
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据了解，郑州海关将对此
次截获的甲虫作销毁处理，并
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再携带、邮
寄此类“宠物”入境，共同维护
我国生态安全。

西三环陇海铁路立交抓拍开罚
第一天有2121辆车违法被抓拍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李冰)为解决西三环由北向南晚
晴山庄瓶颈路段变道加队、交通
拥堵现象，市交警二大队于 4月
15 日在陇海铁路立交南边西侧
BRT 公交站北边设置大型车辆
专用道，安装电子警察，对违反禁
令标志指示驶入大型车道进入主
路的车辆进行抓拍。

4月 22日是对违反禁令标志
指示车辆抓拍开罚的第一天，当

日共有 2121 辆车违反禁令标志
指示，其中早高峰 334辆、晚高峰
502辆。违法驾驶员将被处以罚
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

虽然和上周试运行时的每天
抓拍 5500 起相比，减少了 3000
多起，但是早晚高峰时违反禁令
标志指示进入大型车道的车辆还
是很多。

民警提醒，车辆违法碾压路中
间实线，或者车辆违法驶入导流线

禁驶区，这些都会被电子警察抓拍
记录。记者在现场看到，民警对违
法车辆进行拦截提醒，除了抢行加
塞儿外，很多驾驶员驾驶车辆时根
本没看到标志标线，是出现交通违
法的另一个原因。

交警提示，西三环大型车道已
正式启用电子警察抓拍，驾车经过
时要注意观察和发现道路标志标
线，并按照相应指示行驶，否则就有
可能收到罚单。

两火灾隐患单位被曝光
本报讯 (记者 成燕）如何督促火灾隐患及时整改，有效

预防遏制有影响火灾事故发生？昨日，航空港区消防支队
对 4月份监督检查中发现港区龙光足浴店、河南蓝航汽车
有限公司存在的重大火灾隐患予以曝光。

据了解，航空港区龙光足浴店位于华夏路与云港路交
叉口东北角，存在隐患：三层东侧安全出口严重堵塞，不具
备安全疏散条件；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超过50%；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处于故障状态，不能恢复正常运行。该支队责令
该单位清理堵塞三楼东侧安全出口的杂物，对该单位内的
所有消防设施进行统一排查及维护保养。

河南蓝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位于新港办事处新港
大道与星港交叉口东侧，存在隐患：员工宿舍采用易燃
泡沫夹芯彩钢板搭建；在泡沫夹芯彩钢板建筑墙面上直
接敷设电气线路、安装电气设备；员工宿舍外窗上设置
阻碍逃生的铁栅栏。该支队要求该单位员工搬离彩钢
板房，且不再作为员工宿舍使用，并责令其于 8 月 31 日
前整改完毕。

学习先进理念 推进文明施工

百人观摩南四环
一工区施工现场

本报讯（记者 曹婷）23日，来自郑州建设安全监督站、
南四环、东四环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的 200多名相关人员，
齐聚郑州南四环一工区参加“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现场观
摩会。

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是我市主城区“两环三十
一放射”快速路系统中“两环”的外环，由大河路、东四环、
南四环及西四环组成闭合环线。该工程采用了新型节段
预制拼装技术，最后运到现场拼装成高架。其中，南四环
工程位于市主城区南部，项目总投资 95.53亿元，路线全长
约28.2公里。

本次观摩的南四环一工区有下穿隧道一座、立交桥一
座，南三环东延立交隧道 760米（受燃气及自来水管线改迁
影响 100米暂无法施工），立交桥线路总长 3.38公里，合同
额 10.77 亿元。目前南四环一工区标段隧道底板完成 31
板，U形槽 18段主体结构全部完成，除受管线影响区域，隧
道开挖已经全部完成。

中建七局一工区项目经理介绍，面对项目辖区内施工
场地大、隧道土方量大、外运任务频繁等实际情况，项目部
成立扬尘治理领导小组，下设“扬尘治理办公室”，针对现场
不同阶段、不同区域扬尘治理特点，配备 60余名专职人员，
一次性配备40余台雾炮机、3辆洒水车、2辆扫地车、2辆围
挡清洗车、4个封闭式冲洗平台。

当天观摩人员还参观了安全生产现场宣传展板、安全
文化长廊、安全文明施工、喷淋降尘设备、自动化洗车、消防
设备等。据介绍，举办此次观摩会，旨在增强各项目安全施
工的意识和文明施工的理念，不断提升施工现场文明施工
整体水平，助力四环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建设。

宇通集团为员工举行集体婚礼

12对儿新人喜结连理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
员 孙琼晨 文/图）昨日，宇通集团
第十四届青年集体婚礼在十八
里河工业园隆重举行，12对新人
在亲友和同事的祝福中，携手步
入婚姻殿堂。

7时许，12位意气风发的新
郎身着西装从宇通大厦出发，乘
车来到各自所在部门迎亲。他
们需要通过部门同事设置的重
重考验，才能敲开办公室的门，
带走美丽的新娘。躲在门后的
同事们为了考验新郎各出奇招，
门外的新郎也使出浑身解数。

在一番“斗智斗勇”后，新郎终于
闯关成功。

8时许，新人们来到腾飞广场
的喷泉旁边，在幸福卡片上写下
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憧憬，随后
将它们系在彩色气球上放飞到蓝
天，共同许下美好心愿。10时，盛
大的结婚庆典仪式开始。在亲友
和同事的见证下，新人们大声说
出爱的誓言，互换爱的见证。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宇
通集团已成功举办了十四届青
年集体婚礼，共有 347对新人通
过这一平台喜结良缘。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宇
娇）首个加长版“五一”小长假马上就
要到来。记者昨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这个假期高速公路确定免费。具
体免费通行时间为 5 月 1 日 0 时至 5
月 4 日 24 时，只对 7 座以下（含 7 座）
小客车免收通行费。

河南高速相关机构预测，今年“五
一”假期延长，旅游热度上升，省会及

省内旅游城市附近高速干线、互通立
交、桥隧路段的车流量将明显增长，预
计 4 天假期我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
总流量将突破 1000 万辆，日均流量将
维持在 250 万辆左右，为年平均日流
量的 1.7 倍。

预计 5月 1日上午，出行车流将集
中在市区收费站、互通立交，预计当日
达到假期高峰；2日、3日，省内主要景区

周边高速车流集聚明显；5月 4日，返程
车流将持续一天，预计 9时至 12时、15
时至20时返程进入高峰。

根据历史假期的拥堵数据分析，
预计今年“五一”期间高速路网拥堵路
段包括：京港澳高速薛店至商登互通
段、京港澳高速圃田至航海路段、双湖
大道互通式立交工程施工段、郑少洛
高速新密西至唐庄立交段、郑尧高速

始祖山隧道段、许广高速襄城至许昌
段、京港澳刘江大桥段、连霍高速巩义
境内隧道段。

需要提醒的是，高速免费时间以车
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
准。主要旅游景区车流量大，部分城市
周边高速路段、收费站、相关市区道路
施工多，建议市民出行前规划出行线
路，错峰出行。

河南大学龙子湖校区南大门落成

“百年河大”郑汴两地遥相呼应

警方开展打击
网络贩枪行动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昨日，记者从河南省公安厅获悉，
3月 11日至 4月 11日，河南省公安机关发起了为期一个月
的“雷霆 6号”打击网络贩枪专项行动，共抓获涉枪犯罪嫌
疑人 155名，其中刑事拘留 133名，行政拘留 22名，收缴以
火药为动力枪支 110 支，气枪 126 支，子弹 2365 发，铅弹
28223发，枪支零件250件。

行动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紧密配合，协同作战，
通过网上研判，网下核查，打源头、断链条、摧网络，有力
震慑了网络贩枪犯罪活动。其中，洛阳市公安局梳理出
网络贩枪线索 131 条，组织 12个分县局 67名民警外出抓
捕，共刑拘非法买卖枪支嫌疑人 30 名，收缴以火药为动
力枪支 29 支；南阳市公安局发动群众举报涉枪违法线
索，侦办了“2019.03.19”官庄工区王某等人非法制造、买
卖枪支弹药案。专案组赴广东东莞、惠州等地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 11名，收缴气枪 5支，收缴铅弹模具 4套及半成
品模具 8套。

今年，全省公安机关将继续以“雷霆行动”为载体，进一
步加大对网络贩枪犯罪的打击力度，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大庆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别着急，我等您”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毛文琴

公交作为流动的城市名片，
驾驶员的言行举止也代表着城
市文明程度。“以后别跑了，我等
您。”车长的一句暖心话，足以温
暖满车厢的乘客。

刘德喜是一名90后的小伙，
他驾驶75路公交车有段时间了，
只要经常坐他车的乘客都会夸
上几句。昨日 9时多，途经东风
路经三路站牌时，他看见前边远
处有一位老太太在跑：“老人一
定是赶车，我便摆手示意她慢
点，不用跑，我等您。”等老太太
走到前门，刘德喜微笑着说：“奶

奶你年龄大了，以后赶车不用
跑，我等您。”当这句话落下时，
车厢的乘客纷纷向车长竖起大
拇指。

回到厂区后，热心的刘德喜
就做了一个爱心提示牌，放到了车
前醒目处，“这样以后前方跑来的
乘客都会看见，不用那么着急。”

“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会有
这么好的反响，直到同事打电话
告诉我这个镜头被发到网上我
才知道。不过，看到乘客满意我
们的服务，我也挺感动的。”刘德
喜说。

昨日上午，
惠济区师家河
小 学 组 织 了
“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校园”
活动，使学生
通过参观、体
验等方式，亲
身感受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独
特魅力。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