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中国梦·大地情 ”郑州园林广场群众书法大赛在五一公园举行，数
百名地书高手以共秀地书的形式庆祝佳节。 本报记者 裴其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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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上午，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与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互联网+不动产登记+金融”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

标志着郑州不动产登记“政银合作”进入新高度。据悉，双方将在不

动产信息服务、系统平台建设、不动产登记流程持续优化、信息共

享、数据分析支持、金融支持等方面开展合作，提升不动产登记便捷

性及群众的幸福感，促进双方相关业务效率提升。

多方共赢
探索不动产登记新模式

为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

回跑等不动产登记问题，2016 年 8月，郑州

市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以来，郑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持续优化业务流程，改进工作作

风，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 2018年全省深化

“放管服”改革，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启

动以来，在全省率先完成了不动产交易登记

“一网通办”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2019

年初，该局以“互联网+不动产登记”，“进一

步深化政银合作”为重要内容，全面推广银行

抵押业务与不动产抵押登记全流程“嵌合”工

作模式，拓宽“电子证”使用范围，不断提高不

动产登记工作效率，有效提升了郑州市企业

和市民不动产登记的便捷性。

作为国有大行，工商银行始终坚持服务

实体经济的本源。近年来，工商银行河南省

分行、郑州分行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

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切实履

行大型银行责任，实现了银政企多方共赢。

尤其是将支持郑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作为重

点，多措并举加强金融服务，在支持重大战

略、重点项目、重点客户上投入持续加大，在

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上不断深化创新，绿色

金融、民生金融、普惠金融较快发展，为服务

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工行河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说，工商银

行河南省分行与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

手探索“互联网+不动产登记+金融”新服务

模式，既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放管服”改

革、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也是双方进一

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促进政、银、企共赢多

赢的具体体现。

便民利民
让群众“最多跑一次”

记者从签约现场获悉，“信息数据互联互

通，提供便捷高效服务，提升客户幸福感”是

本次战略合作的主要目标，工行河南省分行

将与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力合作，充

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术，通

过搭建服务管理平台，完成贷款信息与不动

产信息的互联互通，实现不动产抵押登记、注

销登记等业务办理申请延伸至银行各个网

点，为客户选择就近银行网点申请提供便捷，

推进服务便民化。同时，不动产信息查询及

抵押物状态变化查询权限也将对银行开放，

确保金融安全。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有助于我们双方

紧紧围绕不动产登记制度改革重点，在不动

产信息服务、系统平台建设、不动产登记流程

持续优化、信息共享、数据分析支持、金融支

持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为郑州市群

众和企业提供多渠道、宽领域的服务支持。”

工行河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以此次战

略合作为契机，工行河南省分行将与郑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携手推动郑州不动产登记

服务实现新跨越、新发展，为郑州市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

一是建立沟通机制，加强业务沟通，共同服务

郑州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二是抓牢平台建

设。发挥科技、渠道、信息等综合优势，合作

研发系统平台，在工行开通绿色通道，抵押窗

口前置银行，为群众、企业提供“一站式”高效

服务。三是发挥信息共享。对接不动产登记

电子信息系统平台，建立“一网通办”“最多跑

一次”的银郑合作模式。四是提升服务能

力。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法人理财、资金结

算、工银 e缴费、代发工资、财富顾问等全方

位金融服务。

蒋笑萌

“政银合作”升级 工行河南省分行助推不动产登记“一站式”

为进一步加强严管示范路秩序管理，树立
新形势下严管示范标杆，打造一批秩序管理示
范样板路，并以此为管理工作标杆，以点带面向
全市推广，全面提升我市道路秩序管理水平，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郑州
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郑州市公安
局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郑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机（电）动三轮车、机（电）动
四轮车管理的通告》《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城
市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运输车
辆管理的通告》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郑州
市公安局、郑州市城市管理局、郑州市交通运输
局决定联合对严管示范路进行综合整治行动。
现通告如下：

一、严管示范路

结合我市道路交通的实际，列入本通告综
合整治范围的严管示范路为“九主五快”，具体
为：

“九主”（九条主干路）：
1.金水路(河医立交桥北下桥口至金水立交

桥东下桥口段)；
2.花园路(农业路至金水路)；
3.嵩山路（淮河路至棉纺路）；
4.中原路（嵩山路至京广路）；
5.紫荆山路（陇海路至金水路）；
6.文化路（农业路至北三环）；
7.花园北路（农业路至三全路）；
8.金水东路（金水立交桥至107辅道）；
9.迎宾路全段。
“五快”（五条城市快速路）：
1.农业快速路全段；
2.陇海快速路全段；
3.京广快速路全段；
4.中州大道（北四环至南四环）；
5.三环快速路（东三环、西三环、南三环、北

三环）。

二、禁行规定

经营性两轮电动自行车（摩的、大力神）、机
（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黑出租车、非法营

运私家车以及渣土车、水泥罐车全天 24 小时禁
止驶入严管示范路。对违反本条之规定在严管
示范路上违法行驶的上述车辆，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将通过电子监控抓拍和民警路检路查
依法予以处罚。

因工程建设等需要，渣土车、水泥罐车确需
驶入严管示范路、无法避开的，需经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批准，办理通行证件，并按照指定时
间和路线行驶。

邮政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按照《郑州市邮
政管理局 郑州市公安局关于规范郑州市邮政
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管理的通知》（郑邮管
〔2018〕15号）的要求执行。

三、其他规定

1.对非法拼装、改装的经营性两轮电动自行
车（摩的、大力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
予以收缴。

2.对非机动车闯红灯、停车越线、违法载人、
逆行、机动车道内行驶、乱停乱放和行人闯红
灯、人行道台下等红灯、随意翻越隔离设施等交
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除依法处

罚和采取“三教育一采集”措施以外，将交通违
法行为人带至交通违法学习教育点进行即时性
法制宣传教育后再放行。

率先建立严管示范路非机动车、行人交通
违法信息大数据运用机制，将交通违法行为人
信息共享到郑州市信用平台和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机构，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的联合惩戒力度，
强化执法效果。

3.对利用机（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黑
出租车、非法营运私家车违规从事客运市场经
营的，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据《郑州市客运出
租汽车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4.对影响道路通行违法停放的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城市管
理部门依法实施拖移，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依法从严处罚。

5.对占道经营的，城市管理部门依法从严
处罚。

6.对机动车辆闯红灯、违法变道、鸣喇叭、逆
向行驶、酒后驾驶、醉酒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从严处罚。

7.对渣土车有违法违规行为的，由公安部门
和城市管理部门依据《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城
市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运输车
辆管理的通告》从严处罚。

8.对渣土车、水泥罐车运输过程中不作密
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撒的；闯入严管示
范路的；冲闯限高杆，或者以破坏、控制等手段
通过限高路段的；郑州市人民政府启动重污染
天气的预警后，渣土车、水泥罐车仍上路行驶
的，由属地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从严处罚。

9.交通违法行为人阻碍执行公务的，公安部
门依法从严惩处。

四、实施时间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通告。

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
2019年4月30日

郑州市公安局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严管示范路秩序管理的通告

五一假期

郑州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77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赵

晶晶 李晶晶）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五一小长假铁路运
输时限为4月 30日起至5月 4日，郑州
局预计发送旅客 277.6万人次，同比增
长10％，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和学生
流为主。为方便旅客出行，郑州局加开
临客列车 65对，其中高铁 42对、普速
23对，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为方便旅客到北京世园会参观游
览，节日期间郑州局加开6趟往返于郑州

与北京间直通临客列车，其中，郑州东—
北京西G4568次列车在郑州东的开车时
间为9时26分，历时3小时53分，于当日
13时19分抵达北京西，途经鹤壁、安阳、
邯郸、石家庄、定州、保定等城市。

在河南西南部地区，加开三门峡
南至北京西 G4614次“红眼高铁”，列
车凌晨 2时 23分从三门峡南站发出，
历时 2小时 45分抵达北京西，方便旅
客观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世园会
游览等。

假期期间，郑州局还加开管内临
客列车 46对，其中，高铁（含城际）31
对，普速 15对。为方便省内旅客短途
游，加开商丘—焦作—安阳东—许昌
东 — 安 阳 东 — 郑 州 东 G9883/2、
G9881/4、G9885、G9886、G9887 次
2.5对，增加郑州、焦作、修武、武陟、新
乡、鹤壁、安阳、许昌等8个城市旅客个
性化出行车次选择空间。同时，加开
郑州、商丘、灵宝、兰考等城市至洛阳
临客列车，方便旅客游览观光洛阳牡

丹花节。
为方便航班与铁路、城际与高铁

等交通方式间“零换乘”，郑州局还加
开郑州—新郑机场、宋城路—郑州东、
宋城路—新郑机场城际列车6对，最大
程度节省旅客出行时间。同时加强与
城市交通、公路客运“路地”联动，各大
火车站在旅客集中到发时段，协调加
密公交和地铁开行班次、优化火车站
区域出租车调度指挥、加大公路客运
景区直通车，方便旅客出行。

五一期间天气
晴多雨少气温舒适适宜出行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期盼已久的五

一假期明天就要开始了，想想就有些小激
动，但出去玩的你可要留意天气情况哦。
来自省气象部门的好消息是，五一期间，
我省天气总体晴多雨少，气温舒适，适宜
出行。

根据预报，五一假期，我省天气总体晴
多雨少，最 高 气 温 25℃ 左 右 ，最 低 气 温
10℃~15℃之间。其中：5月 1日到 3日白

天，我省以晴天到多云为主，风力 3 级左
右。 3日傍晚到夜里，全省大部地区有分散
性阵雨、雷阵雨。4日，东南部阴天，有阵雨
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

郑州五一假期的天气情况为：5月 1日，
晴天间多云，12℃~25℃；5月 2日，晴天间
多云，13℃~26℃；5月 3日，多云间阴天，有
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3℃~26℃；5月 4日，
多云转阴天，有阵雨，15℃~27℃。

以茶待客 以诗会友 以舞邀朋

多家景区捧出旅游大餐
本报讯（记者 成燕）黄河风

景名胜区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及抽
奖活动，康百万庄园以茶待客，杜
甫故里以诗会友，园博园以舞邀
朋。记者昨日从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了解到，五一假期将至，全市
多家景区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旅游
活动。

五一假期，游客到黄河风景
名胜区可欣赏每天上午、下午定
期推出的《百贤祭祖》《桃园三结
义》大型实景演出。其中，《百贤
祭祖》通过上百位演员营造气势
宏大的实景演艺，全力打造国内
文化内涵深、综合表演元素多、
覆 盖 范 围 广 的 实 景 音 乐 表 演
秀。大型仿古实景演出《桃园三
结义》将刘备、关羽、张飞的经典
故事精彩编排，带领您穿越时空
隧道，重回历史场景。游客凭当
天景区门票还可参加抽奖，奖品
有文创扇子、风筝、文创书签、U
盘等。

5月1日至4日10：00~11：30
及 14：30~16：00，巩义康百万庄
园将推出古典舞、舞韵瑜伽表演，
以及知名作家、画家现场写诗、作
画；古琴、琵琶、琴箫合奏；茶道文
化展示。5月 4日，14~28岁青年
凭身份证可享该景区门票半价。
5月 1日至 4日，持市级以上“劳
动模范”证书或奖章可免费参观

石窟寺，五一当天出生、巩义本地
及 60岁以上游客凭身份证也可
免费参观该景区。

假日期间，郑州园博园将
举办汉服婚礼展示、汉风集市、汉
服游园、舞蹈演出、近景魔术、网
红民谣歌手演唱、乐器演奏、才艺
秀、戏曲演唱活动。黄帝故里将
推出专场拜祖活动，游客可近距
离体验。巩义欧阳修公园将推出
欧阳修廉洁小故事展览、拓片免
费体验活动。五一当天生日游
客、外县市欧氏后裔和县级以上
五一奖章获得者、劳模等 5 月 1
日可免费领取祈福牌一枚。

5月1日~4日11：00~17：00，
古柏渡飞黄旅游区将推出沙滩排
球赛、主题亲子活动、沙雕比赛。
凡市级以上劳动奖章、劳动模范
获得者及 5月 1日当天生日的游
客，可凭有效证件免该景区门
票。郑州绿博园将举办“逐梦新
时代 绿博百花嵘”花展活动，蔷
薇、月季、芍药、玫瑰、鸢尾等百花
争艳。5月 1日~12日，郑州黄河
富景生态世界将推出 2019 郑州
百万紫藤花海旅游文化节。五一
期间，方特欢乐世界将推出活力
舞蹈、酷炫表演、熊熊小巡游、熊
熊运动会。方特梦幻王国将举办
缤纷演艺、梦幻星河大巡游、篝火
狂欢主题演出。

提高应急救护能力

我市已培训2万多名初级救护员
本报讯（记者 王治）昨日，郑州市

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开幕，旨在促进
我市应急救护事业发展，提高应急救
护知识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率。

据悉，此次大赛，全市红十字系
统共选派 12 支代表队，参赛选手全
是 持 有“ 红 十 字 救 护 员 证 ”的 志 愿
者。取得第一名的参赛队，将代表我

市参加“河南省红十字会第二届应急
救护大赛”。

近年来，我市各级红十字会一直
致力于该项工作的开展，培训红十字
应急救护初级救护员 2 万多名，举办
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讲座 2000多场，使
群众了解、掌握了自救互救和防灾避
险知识。

漯河志愿者来郑捐献“生命种子”
为14岁白血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错过末班车 着急
遇到好车长 感动

本报讯（记者 郑磊通讯员 毛文琴）
如果你是车长，已经收车下班了，而此
时遇到一位急匆匆赶来坐末班车的农
民工，你会咋做? 在咱郑州，这位车长
选择开私家车送他回住所，小小的举
动温暖了无数人的心。

28 日晚 10 时许，在宏康路工地
打工的李某出去办事错过了最后一
班开往住所的公交车。恰好这时，车
长薛帅驾驶 79 路最后一趟车如往常
一样停在了花园口立交桥下，他停稳

车辆准备下班。这时一名中年男子
急急忙忙跑过来喊着：“师傅，还有去
文化路的车吗？”薛帅告知他已经没
有公交车了。

经询问，原来李某是一名农民工，
在宏康路附近建筑工地打工，由于帮
亲戚办事错过了最后一班车。看着眼
前这位衣着朴素憨厚的中年人，薛帅
伸出了援助之手：收完车后，他用自己
的私家车将李某送到住所，当薛帅回
到家时已是深夜12时多。

本报讯（记者 王治 文/图）29 日，
漯河志愿者梁娟在省人民医院为一
名 14 岁 白 血 病 患 者 捐 献 造 血 干 细
胞，为患者的重生带去希望。梁娟成
为我省第 735 位非血缘关系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40 岁的梁娟是河南水利基本建
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站的一名工作
人员，2017 年 5 月，梁娟加入中华骨
髓库，成为一名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
者。 2018 年 1 月，经中华骨髓库检
索，梁娟与郑州一名 14 岁的白血病
患者 HLA（人类白细胞表面抗原）初
配成功。当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把
这一消息告诉梁娟时，梁娟表示，愿
意积极配合进行高分辨配型和全面
体检。最终结果显示，梁娟完全符合
捐献造血干细胞条件。

24日上午，在漯河市红十字会举
行的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欢送仪式

上，梁娟说：“我非常乐意帮助这个孩
子，也希望更多的人积极加入志愿捐
献的行列，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