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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区
3条公交线路调整

本报讯（记者 成燕）随着大马村安置区交付使用，大量居民
陆续入住，为方便周边居民乘车，扩大港区北部公交服务范围，
提升港区公交服务质量，郑州航空港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拟于
5月 10日起将 623路、628路、Y636路首站调整至洞庭湖路滨
河西路交叉口。

623路线路调整后起止点：洞庭湖路滨河西路—飞翔路郑
韩南路，单程 11公里，首末班时间为早 6：00~21:00。途经道
路：洞庭湖路、凌空街、归航路、相州街、鄱阳湖路、雍州路、远航
路、华夏大道、迎宾大道、长安路、飞翔路。

628路线路调整后起止点：洞庭湖路滨河西路—港区客运站，
单程10.3公里，首末班时间：6:30~20:00，途经道路：洞庭湖路、凌
空街、鄱阳湖路、雍州路、始祖路、长安路、迎宾大道、华夏大道、
港区客运站。

Y636路线路调整后起止点：洞庭湖路滨河西路—机场 T2
航站楼，单程：11.8公里，首末班时间：20:00~02:30、04:30~6:30。
途经道路：洞庭湖路、凌空街、归航路、相州街、鄱阳湖路、雍州
路、始祖路、长安路、迎宾大道、机场T2航站楼。

多部门协作
保障交通和客运市场秩序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

讯员 许智香 文/图）昨日，记
者从郑东新区管委会了解到，
为确保五一期间旅客顺利出
行，郑州东站地区综合管理办
公室联合多部门依法严厉打
击喊客拉客叫客行为，全力保
障交通秩序和客运市场秩序。

连日来，郑州东站办组织
郑州公安东站分局、交警五中
队、郑州铁路公安局东站派出
所、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处高速
四大队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动协
作，全天候采取巡逻与定点相

结合工作模式，依法从严查处
各类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如
图）。各部门连续开展 4次集
中整治行动，先后清理驱离闲
散人员57人次，依法给予批评
教育32人，带队留置责令作出
检查15人，给予行政罚款5人；
处理机动车交通违停行为293
起，三教育一采集107起，查处
七类车 4起，暂扣非法载客电
动车 7辆；查处违法营运车辆
13台次，有效保障了东站地区
交通秩序和客运市场秩序，维
护了站区的窗口形象。

2525万人游嵩山少林万人游嵩山少林

整治城市道路堵点乱点
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昨日，记者从河南省交警总队获悉，
为治理城市道路交通堵点、乱点，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为群众出
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即日起，省交警总队将
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在全省推进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治“堵”
工作。

交警总队将组织各省辖市交警支队从城市道路交通信号、
道路渠化隔离、交通标志标线、人行过街设施、道路交通技术监
控设备、交通违法、通行管控方式等环节，全面排查城市主要区
域、主干道路、主要路口，分类建立因乱致堵问题台账，明确辖区
重点整治区域、交通拥堵点秩序乱点，以及争创百条示范路、双
百达标路口名单。

同时，交警总队综合分析研判了 18 个省辖市排查情况，
从中选出 56 处重点整治区域、110 处交通拥堵点和 114 处秩
序乱点进行挂牌督办，并要求对近 100条示范路、近 200个示
范路口进行达标创建。交警总队从全国、我省科研（所）院校
及行业部门遴选专业能力突出、行业经验丰富的城市道路交
通专家和业务骨干,组建全省城市治堵专家组，共同研究、推
动全省城市道路治堵工作，对全省道路堵点、乱点治理工作
进行指导。

交警总队将综合施策，务求实效，组织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按
照既定部署和整治目标，加强督导检查，通过挂图作业、跟踪督
办，以及召开推进会、现场会等形式，认真总结整治工作经验，及
时通报存在问题，全力确保城市道路堵点、乱点整治工作顺利开
展、取得实效。适时对全省重点区域、道路、路口的治理效果和
创建成效进行现场考评和验收，并命名一批全省示范道路和达
标路口，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道路治堵治乱工作措施和机
制，指导各地分级、分批进行道路交通堵点和乱点的治理，全面
提升我省道路交通通行效率。

中牟旅游进账6700万元 郑州成立爱心基金
首批注入善款4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娜）就业为民生之本，通过培训，让残疾人
也拥有一技之长，解决他们的就业难题——5月 5日，郑州慈善
总会所实施的“千人万岗 成就未来”助残脱贫慈善项目在中牟
县官渡镇河南残友培训基地举行启动仪式，并成立爱心基金，首
批注入善款40万元。

据了解，河南省有 767万残疾人，许多残疾人生活在贫困
家庭中。由于身患残疾，很多人没有一技之长，在就业市场
上处于劣势。在此背景下，“千人万岗 成就未来”助残脱贫慈
善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旨在为贫困残疾人群体提供多种
形式的就业培训，实施对象覆盖全省符合项目救助标准的残
疾人群体；以集中就业、居家就业、辅助性就业相结合的创新
就业模式，根据残疾人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安排适合的工
作岗位。

现场，郑州慈善总会捐赠40万元，其中30万元用于项目实
施，另外 10万元则是以此项目实施为契机，将培训基地列为中
国慈善人才培养基地观摩点之一进行深化建设。

近17万人畅游园博园
本报讯（记者 成燕）五一

假期，郑州园博园接待游客达
近17万人次，再创新高。

郑州园博园五一假期活
动以“才艺达人秀、汉服文化
节、五一四天乐”为主题，身着
汉服的演员和游客漫步在古
典园林之中，构成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华盛轩每天 10：30
和 15:00 的唐制汉婚正婚礼
仪式，浓浓的唐风汉韵，展示

着传统文化之美。南大门广
场的汉风集市上，纸伞、汉服、
古法香包，让人穿越回汉唐，
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欣赏。
歌舞表演更是异彩纷呈，引
人入胜。合肥园水上实景演
出《莲花心》舞蹈颇为引人；
西安园一曲火遍抖音的《盛
唐丽人行》表演惊艳全场，让
人置身盛唐氛围之中，感受
汉唐古典舞的魅力。

2022年全市创建150家
高新技术和科技型企业

本报讯（记者 王红）2022年，
全市要创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企业150家。这是记者 5月 5日从
郑州市科技局获得的信息。

为强化科技在郑州市乡村振
兴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推进我市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郑州市科学
技术局出台了《郑州市科技支撑乡
村 振 兴 实 施 方 案（2019—2022
年）》。

《方案》明确了科技支撑乡村
振兴的基本思路、基本原则和总体
目标，旨在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应用，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推
动全市乡村振兴发展。今年起，
我市要加快农业农村科技创新，
增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能力，其
中，重点强调加快传统产业技术
创新、特色农业产业技术创新、农
业农村绿色发展技术创新、农产
品加工技术创新应用、农业互联
网和智能装备技术创新。同时，
我市要完善成果转化体系，提升
科技支撑的效率效能，重点强调
构建农业农村发展科技示范网络
体系、提升技术融合引领乡村振
兴发展能力、完善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我市要
加速提升农村创新创业能力，培
育农村发展的新动能。

按照计划，到 2022 年，全市
要重点建设创新型县（市）2个，创
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 150
家，培育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创新
平台 30 个，引导 100 名高级科技
人才下乡创新创业和技术服务，
新增国家、省级星创天地、农业科
技园区及各类孵化基地 20个，建
设乡村振兴科技示范乡（镇）10
个、村 20个，示范推广 100项适用
技术成果。

五一假期河南接待游客逾360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成燕）刚刚过去的五一小

长假，全省天气晴好，各大景区游客激增，乡
村旅游人气爆棚。记者昨日从省文化和旅
游厅了解到，5月1日~4日，全省旅游市场共
接待游客3639.12万人次，旅游收入230.3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12%、38%。

假日期间，各地民俗表演、非遗展示、
文化节庆异彩纷呈，古镇、古村、古街、文化
馆、博物馆等游人如织，旅游市场“文化味
儿”十足。全省各地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
特色文化活动。省图书馆组织的民间板画
展、家乡文献征集、原声互动视频赏析等吸

引了众多读者参与。郑州绿博园举办了
“逐梦新时代 绿博百花嵘花展”，让游客在
花海美景中感受新时代，畅想美好新生
活。杜甫故里举办的诗词大会，引发游客
读古诗、学国学的热情。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省文化和旅游厅

直属的省图书馆、省少儿图书馆在内，全省
各级公共图书馆进馆人数超过58万人，累
计举办活动540余场，参加读者34万人次；
包括省文化馆在内的全省各级文化馆举办
各类展览和馆办团队惠民演出等文化活动
900余场，累计惠及群众约110万人次。

本周前两天气温小幅下降
周三以后气温回升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昨日从气象部门获悉，本周前
两天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有所下降。从周三起，
气温开始逐步回升。

受冷空气影响，周一全省偏北风 4到 5级，阵风 6到 7级。
周一周二，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5℃到7℃。

今后三天的天气情况为：6日白天，三门峡、洛阳、南阳、平
顶山四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多
云。全省偏北风4到 5级，阵风 6到 7级。6日夜里到 7日白天，
黄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西
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7日夜里到8日白
天，全省阴天间多云，其中北部、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
8日夜里，全省多云。

据市气象部门预报，周一到周二我市阴天间多云，周二下午
到夜里有阵雨，周三到周日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受冷空气影响，
周一有 4级左右东北风，周一、周二气温有小幅下降，周三以后
气温开始回升；预计周内最高气温31℃，最低气温13℃。

欢乐画彩蛋趣味迎立夏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白洁）今日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5
月 5日，上街区新安路街道办事处新安西路社区组织辖区居民
群众开展“欢乐画彩蛋 趣味迎立夏”活动。

活动中，居民们认真听社区工作人员讲立夏习俗故事。随
后，居民们开始拿起彩笔认真地画起彩蛋。大家画的有花、草、
鱼、脸谱等。画好后，大家还进行了交流。此次活动，不仅让辖
区居民了解了传统的立夏习俗，也营造了浓浓的传统节日氛
围。活动最后，工作人员提醒，立夏预示着夏天的到来，希望居
民群众注意防暑防虫，过一个清爽的夏天。

本报讯 (记者 成燕 文/图)自
驾游市场火爆，家庭游、亲子游，
团队游接待数量大幅增长。五
一假期，天气晴好，嵩山景区接
待中外游客突破 25万人次，同
比增长53 %，再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5月 1日，嵩山少林
景区与中国电信和华为三方签
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利用华为
5G技术结合天翼云技术开发景
点高清直播、门票人脸识别、高
清视频安防、智能机器人景点介

绍和导航领域等应用技术开发，
将嵩山景区打造成国内智慧旅
游标杆。

假日期间，嵩山景区推出
“印象少林”大型武术迎宾仪式、
武术馆功夫表演、“英雄少林会”
室外武术表演、嵩阳书院《拜孔》
仪式、中岳庙养生太极拳表演等
演艺项目。游客们通过观看表
演，近距离感悟嵩山厚重的儒释
道文化底蕴，领略少林功夫独特
魅力。

为维护景区旅游秩序，更好
服务海内外游客，嵩山景区启用
临时停车场，增设 8000 个停车
位；增设临时售票点 40余个；调
整了交通营运线路布局，协调公
安、交警、交通、运管、旅游、工商、
医院等500余名执法执勤人员及
500 余名游客志愿者，景区内
600 余名工作人员，在沿途 207
国道、景区内部及重要路段安排
得力人员，疏导交通，管理秩序，
维护游客权益，保障游客安全。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
员 许莉萍 孟晶晶 文/图）记者昨
日获悉，五一假期，中牟各旅游景
区（点）接待游客 55.64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6733.71万元。

假日文旅主题活动亮点纷
呈。 五一期间，各旅游景区（点）
推出了一系列主题活动。方特欢
乐世界“亲子季”、沙窝亲子主题
乐园、万邦千禾农场生态采摘、雁
鸣蟹岛槐花文化旅游节等旅游线
路产品抢占假日市场。而踏青赏
花近郊游格外受热捧，绿博园三
色堇、月季、芍药五彩斑斓，分外
妖娆。郑州牟山湿地公园吸引数
万人来登高游湖、踏青赏花。在
出游方式上，自助游、自驾游占据
主导地位，各大景区停车场停无
虚位。

外卖订单同比增长近四成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

口碑及饿了么平台公布的五一
假期消费数据显示，郑州订单
量同比增长 39.7%，其中高校
学生订单同比增长50%左右，
均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

相关数据显示，24 岁以
下用户占比达 65.27%，呈现
出餐饮消费主力日益年轻化
的突出特点。今年郑州五一

期间订单也体现了这一趋
势。据统计，5 月 1 日，郑州

“95后”消费者线下堂食订单
量近 6万单，充分折射出年轻
人的消费潜力。同时，石家庄
高校群体五一外卖订单增幅
相 比 城 市 平 均 增 幅 高 出
42.3%；福州大学单日外卖订
单量近 2.5 万单，相比城市整
体增幅高出45%。

孕妇校园外晕倒
巡防队员忙救助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朱志伟 文/图)孕妇校园外晕
倒，巡防队员及时救助。昨日，金水区文化路办事处巡防队员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救助晕倒的孕妇。

昨日11时多，文化路办事处巡防队员徐玉振在农科路小
学值爱心岗，忽然听到有人喊“有人晕倒了”。队员们立刻跑
过去疏散人群并拨打120。

原来，该女子和家人来接孩子放学。据该女子家人介绍，
女子怀有身孕还患有低血糖，导致晕倒。不一会儿，120急救
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急救。

随后，队员们帮助医务人员把女子抬上救护车，去医院做
进一步治疗。

关注五一小长假

全省公开“寻找”十位“最美教师”
本报讯（记者 王红）“ 一 个

人 遇 到 好 老 师 是 人 生 的 幸 运 ，
一所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光荣。”
5 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面
向 全 省 启 动“ 出 彩 河 南 人 ”之
2019 最 美 教 师 评 选 ，如 果 你 身
边 有 兢 兢 业 业 、无 私 奉 献 的 好
老 师 ；如 果 你 是 默 默 耕 耘 在 三
尺 讲 台 的 优 秀 教 师 ，那 就 快 来

参加最美教师评选。
“最美教师”评选面向全省各

级各类学校（含民办）具备教师资
格且在岗的专任教师，全省计划推
荐 产 生 10 名“ 出 彩 河 南 人 ”之
2019最美教师。

按照计划，本届“最美教师”评
选分推荐、初评、终评、表彰四个阶
段进行，即日起到本月中旬，由各

地、各学校按照推介条件，推荐上
报候选人。省教育厅要求，各地推
荐中小学幼儿园候选人时，要向农
村学校一线教师倾斜，原则上推荐
乡镇及以下学校教师数不低于推
荐总人数的 50%。对推荐的先进
人物要在本区域、本单位内进行公
示，确保事迹真实突出，评价客观
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