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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了解到，为给广大游客入园游
玩观览提供便利，苑陵故城遗址公园将从2月
15日至3月4日免费对外开放（园区运营项目
除外），开放时间为9：00~17：30。

苑陵故城遗址公园
春节期间免费开放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文 丁友
明 图）新春佳节将至，位于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园博园新
春灯会、新春文化节和双鹤湖中央
公园庙会已准备就绪，即将奉献上
一场精彩的民俗文化大餐。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郑州园博
园新春灯会和新春文化节现场，新
春灯会所有灯组、灯笼、灯带已经
布置完毕。本届灯会以“中国梦·
园博情”为主题，融合传统节庆韵
味和园博彩灯文化，充分展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郑州新风
貌，设置了大型灯组16组、中型灯
组15组、小型灯组8组，串联、装点
灯组12组，灯组种类繁多，文化意
蕴丰厚，观赏效果震撼。不仅有

“时代使命”“鼎盛中原”“锦绣郑
州”“中国梦·空港梦”等新时代精
神板块，还有丰富多彩的儿童光影
世界，如“萌犬闹春”“童话马车”
“熊猫乐园”等梦幻板块，更有高科
技彩灯艺术的呈现，如“光影秋千”
“绚烂光球”等。

郑州园博园有94个精致唯美
的城市展园，丰富多样的新春文化
节目正在各城市展园进行彩排，乌
鲁木齐园是充满异域风情的维吾尔
族歌舞，曲阜园是复原展现的国学
传统礼仪，重庆园上演的是川剧绝
技变脸，苏州园则是秦淮情表演。

在旅游服务配套上，郑州园博
园也是下足了功夫。园区提供了丰
富的特色餐饮、小卖、电瓶车等便民

设施，建国饭店可以为游客提供更
加优质的餐饮、住宿服务，园区外停
车场车位充足，并提供智能化停车
服务。春节期间，园区优秀讲解员
将全员上岗，为游客提供热情周到
的导览服务。

春节期间，郑州园博园儿童馆
推出机器人表演，正月十四，还将举
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民间文艺
舞龙展演活动。

昨日的双鹤湖中央公园庙会热
闹非凡，舞龙舞狮、竹马旱船、梨园
春戏曲、马戏团表演、儿童游乐园、
各地特色小吃、民俗手工艺品等应
有尽有。“庙会既接地气又上档次，
让我们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现场
一位游客说。

园博园捧出民俗文化大餐

省旅游质监所开展
导游执业大检查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组成两个
检查组，深入郑州机场、郑州火车站等枢纽地点，对春节期间出
行的带团导游进行现场检查。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带团导游（领队）导游证、导游身份标识；
接受旅行社委派的相关材料；团队出游行程是否与行程单相符；
购物和另行付费项目是否有明确补充协议等。同时详细听取了
旅游团队的出行提示和注意事项，实地查看了机场和车站的旅
游信息咨询点。对前往台湾的出行团队，检查人员提示其暂勿
前往花莲及其相邻的区域游览，严格做好有关防范工作。

据悉，春节期间，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将持续开展旅游市
场秩序整治系列行动。

首 届 河 南 省
专利奖评选揭晓
宇通客车中铁装备获特等奖

本报讯（记者 王红）2月 12日，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
首届河南省专利奖揭晓，49个专利项目入选，其中，宇通客车、
中铁装备专利项目拔得头筹，赢取特等奖。

据介绍，去年9月，我省启动首届河南省专利奖评选。河南
省专利奖由省政府设立，每两年评审一次，设特等奖和一、二、三
等奖。参评项目须已在本省境内实施并实现产业化，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且符合国家和河南省的产业及环保
政策。

经层层推荐审核、第三方评价、专家评审、实地考察、评审委
员会审定等程序，全省共评选出 49个奖项，包括，特等奖 2项、
一等奖5项、二等奖17项、三等奖25项。入选项目中，郑州宇通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混合动力客车用集成式电机控制及
充电装”置、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一种开敞式全
断面岩石掘进机”分别获得首届河南省专利奖。

按照政策规定，河南省专利奖特等奖奖励金额为每项30万
元，对于特别重大的发明专利，根据其价值和影响可以给予特殊
奖励，金额不超过 100万元；一等奖每项 10万元；二等奖每项 3
万元；三等奖每项1万元。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文/图）记
者昨日从焦作车务段获悉，目前郑焦
城铁已经启用 CRH6A 型动车组。
CRH6A 型动车组是为城际铁路而
研制的新型轨道交通运输产品，它不
同于高速动车组和地铁车辆，具有运
能大、起停速度快、乘降方便快速、疏
通迅捷有效、乘坐舒适、安全可靠和
节能环保等特点。

据介绍，CRH6A型动车组是现
有各型动车组中载客能力最大的动
车组，全车共有 8节车厢，每节车厢
长约 25米，总共可容纳 1400 多人，
被誉为“大肚子”动车组。CRH6A
型动车组取消了一等座和餐车，节省
出空间。同时，车厢增加大量站位。

目前，CRH6A型动车组已投入到
郑焦铁路焦作至新郑机场的 C2921
次；新郑机场至焦作的C2924次；焦作
至 郑 州 的 C2923、C2925、C2927、
C2929 次 ；郑 州 至 焦 作 的 C2922、
C2926、C2928、C2930次。

据介绍，未来这款新型动车组还
将用于郑开城际铁路以及郑州局管
内其他城际铁路的运输。CRH6A型动车组车厢内设置漂亮大气

“大肚子”动车组开跑郑焦城铁

我省加强中小学幼儿园
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增设专职安全副校长
取缔学校周边歌舞、游戏等娱乐场所和网吧
对侵害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

本报讯（记者 李娜）2月 12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
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根据《意
见》，学校安全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各所学校要增设专职安
全副校长，学校周边的歌舞、游戏等娱乐场所和网吧等将被依法
取缔。

《意见》明确，我省将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学校安全实行
校长（园长）负责制，落实全员教育和管理责任。

各类以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校外活动场所、培训机构和课外
班等，由属地政府和审批机构承担安全监管责任，督促举办者落
实安全管理责任；对违法设立或者达不到安全保障条件的依法
取缔。同时，《意见》要求，我省的学校要设立专职安全副校长、
中层管理人员，培养一批安全教育教学的专家、名师。

《意见》要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城市管理等部门要加大
对校园周边市场和营业场所的整治力度，尤其要加强对学校周
边200米内有关经营服务场所、经营活动的管理和监督，依法取
缔学校周边的歌舞、游戏等娱乐场所和营业性上网服务场所，查
处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行为。

《意见》还提出，各地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将校园安
全保卫服务交由专业保安服务公司提供，安保人员年龄原则上
不超过55岁。

在交通安全方面，教育、公安、交通运输、安全监管等部门要
加强对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的安全监管，加大对非法接送学生
或者幼儿车辆的打击力度。

同时，教育部门要健全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权利的保护制度，
对体罚、虐待、性骚扰等侵害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

省道323线改建
工程全线通车
郑州南部新增东西向通道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董万胜）记者从市
交通委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郑州南部连接新郑
至新密、登封的重要通道之一——省道 323线新密关
口至登封张庄段改建工程最后一段登封大冶至告成段
昨日建成通车。至此，全长 85.571公里的省道 323线
改建工程全线贯通。

省道323线新密关口至登封张庄段改建工程是我
市南部东西方向重要的干线公路之一，起点位于新密
市关口村东新郑市与新密市交界处，途经新密市的苟
堂镇、超化镇、平陌镇，登封市的大冶镇、告成镇、东华
镇、大金店镇、石道乡、君召乡和颍阳镇，路线终点位于
登封市颍阳镇张庄西侧的登封与伊川市交界处。路线
全长 85.571 公里。道路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
准建设，设计速度为 80公里/小时，路基宽 24.5米，路
面宽23米。

市政设施大扫除
干干净净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为给市民营造净绿亮美的节日环境，
市城管局日前组织开展了全市范围内道路绿化等市政设施大扫
除活动，确保大街小巷春节前焕然一新。

据介绍，春节将至，为了保证市民过一个安定祥和有序的春
节，从 2月 9日起，市城管局组织各区城管局，计划用 6天时间，
在全市范围内主次干道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确保道路、绿化带
及隔离栏等市政设施干净无灰尘、无白色垃圾。此项工作启动
以来，全市 21000余名环卫职工全员上岗，主要大中小型冲洗
吸扫环卫车辆连轴转，截至目前，共出动各类车辆3100余台次，
冲洗道路2000余条（段），清理卫生死角1200余处。

下一步，该局将把新接管的 130万平方米道路红线内的绿
化带与道路路面保洁、隔离栏擦拭等纳入一体化管理，同时确保
主次干道路灯、立交桥桥体景观灯亮灯率达100%，打造更加整
洁清新有序的市容环境。

公交车上喜送“福”
春节将至，喜庆氛围无处不在。昨日在B11

快速公交车上，乘客们收到公交车长赠送的“福”
字中国结，非常高兴。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春运前10天郑州机场
发送旅客80多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施书芳 刘谖）记者昨日从郑
州机场获悉，今年春运开始后，郑州机场航班量一直保持在高位
运行，日均航班量达到 630多架次，最高日达到 654架次，创下
通航20年历史新高。

根据郑州机场的最新统计，今年春运开始后的前10天，郑州
机场进出港航班达到6300多架次，日均航班630架次，每天从早
上6点至次日凌晨2点，郑州机场两条跑道频繁起降航班，平均3
分钟左右就有一个航班起降，同比去年春运同期增长18%。2月
10日郑州机场进出港航班654架次，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86416
人次，航班量和单日发送人数均是郑州机场通航 20年来的最
高。春运前10天，郑州机场累计发送旅客达到80多万人次，同
比去年春运同期增长了25%，在中部机场中名列第一。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办一张卡，
就可在全省 18个省辖市乘坐城市公
交，这个愿望在我省可以实现了。

记者昨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随着 2月 10日郑州完成城区内所有
公交车辆的一卡通 机具改造，我省
18个省辖市城市公交一卡通机具改
造全部完成 ，18个省辖市2万多台公
交车目前已实现交通一卡通刷卡乘
车。我省还率先在全国推出交通一
卡通扫码支付，交通一卡通工作走在

了全国前列。
截至目前，全省共发行交通一卡

通——“轩辕通”卡 33.7 万张。2018
年以来，累计使用交通一卡通刷卡交
易总量已有 899.1 万笔，其中异地乘
车交易3.08万笔。

据了解，2017年 9月 30日，我省
18个省辖市建立了公交“一卡通”部、
省、市三级清分结算体系，实现了与
全国互联互通的目标，这是继江苏、
吉林之后全国第三个所有省辖市实

现互联互通的省份，今后持河南交通
一卡通“轩辕通”卡在外省已联网城
市也能刷卡乘公交。

据省交通一卡通工作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郑州刚刚完成公交机具
的改造，省内其他地市办理“轩辕通”
卡的群众可以持卡在郑州乘坐公交
车。但郑州目前还没有布设“轩辕
通”办卡网点，郑州市民暂时无法办
理；等将来办卡网点建好后，会专门
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市民宣布。

我省18市完成公交机具改造

一张“轩辕通”可刷遍全省公交

园博园内新春灯展布置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