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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 音 扰 民 、占 道 经 营 、
停车乱收费、道路不通、路
灯不亮……如果您遇到这些
烦心事，可扫描二维码下载

“心通桥”客户端，将问题反映
给我们。

您有诉求，我来督办

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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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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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1月13日～1月19日），网友最关注的哪
些问题？各县（市）区回复情况如何？哪些帖文网友还在
期盼回复？请看中原网心通桥管理员的梳理和详解。

2019年 8月 14日，网友
“u181WWKK9”在 心 通 桥
上发帖，反映电厂路绿洲花
园小区门前路面塌陷严重，
已经塌陷了几年了，很危
险，建议督促相关责任单位
修复。

收到网友反映后，惠济
区回复，托斯卡纳小区三期
路面塌陷，小区正与中建七
局协商修缮事宜。

1 月 17 日心通桥督办
员到现场进行回访，小区门
前路面依然塌陷，塌陷处设
立了提示牌和反光锥。督办
员随后联系了惠济区政府，咨
询何时能够修复损坏路面。
惠济区政府回复称，该路段下
方有排污管道等设施，目前未
能开始施工。但已委托相关
公司进行公开招标，招标完
成后，即可开始施工。

心通桥回访

一周问政概况

1 月 13 日 ～1 月 19
日，心通桥网络问政平台
接到的有效诉求中，民生
生活类诉求最多，占总量
的38% ，排名第二的是公
共设施类，占 24% ，国土
资源类占1%，交通运输类
占5%，教育公平类占1%，
其他类占 23%,咨询类占
8%。具体见右图。

1.郑州迈思健身房，突
然跑路关门，拖欠员工 4 个
月工资没着落。（2019 年 1
月 24日发帖至经开区）

2.新密市曲梁镇黄台村
不顾村民反对，强制占用农
用地，倾倒城市建筑垃圾。

（2019 年 11 月 14 日发帖至
新密市）

3.荥阳碧桂园号称五星
级家园，小区人车不分流，房
子 裂 缝 ，交 房 三 年 来 无 暖
气。（2019年 11月 29日发帖
至荥阳市）

网友关注热点话题

一、噪音扰民
1.三棉东社区菜市场小

超市喇叭噪音扰民。
2.玉凤路与沈庄路向东

100米路南新隆嘉超市促销
喇叭扰民。

二、小区环境
1.四月天小区物业未经

业主同意，破坏小区原有绿
化，私自乱搭乱建。

2.南阳新村铁路宿舍脏
乱差，私搭乱建严重。

3.六厂前街 17 号院满
地私家车位锁，私搭乱建
严重。

三、出行问题
1.建议增加大学南路(南

三环以南)往高新区的公交。
2.郑上路荥泽大道路口

向西 270～300 米处有四道
路障需修理。

3.碧桃路锦葵街路口行
人和车辆很多，路通两年了
还没设红绿灯。

网友盼回复

心通桥民意排行榜
（2020年1月13日~2020年1月19日）

昨日，记者在快速公交的 B101路调
度室中，发现这里有着这样一位可敬的

“袋鼠爸爸”。
上午 12点，在位于中州大道农业路

交叉口附近的 B101路调度室门外，一个
胖胖的身影走了过来，圆鼓鼓的肚子上方
怎么又伸出了一个小小的脑袋呢？走近
了一看，原来是大人怕孩子冷，将孩子塞
进了胸前的衣服中，孩子小小的脑袋露在
了外面，圆鼓鼓的样子，看着就像袋鼠一
样。也正是因此，这个大男人在同事间有
了一个可爱的外号：“袋鼠爸爸”，他就是
B101路和 B102路两条公交线路的调度

员——孙铁锤，怀中的孩子是他还不满两
岁的小儿子佳佳。

进入调度室中，孙铁锤将佳佳从衣服
中抱出来，放在墙边的椅子上，掏出怀中
的手机，按下儿歌的播放键，放在了佳佳
手中，然后转身坐在了桌上的电脑前，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身后的佳佳很自然地
拿着手机“就位了”。小小的身影不时抬
起头看下面前爸爸的背影，开始漫长的等
待，等待车长妈妈下班来接他。

而这样的场景，佳佳显得很习惯，调
度室中来来往往的车长也都很习惯，不时
会有车长在发车间隙来逗逗佳佳，小小的

佳佳也都只是嘿嘿地笑一下，大多数时
间，都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孙铁锤与妻子两人都是公交人。开
了 15年公交车的孙铁锤在四年前转岗成
为调度员，妻子开公交车也已经有了 15
年，两人的大儿子今年已经 12岁了，为了
照看家里，夫妻两人常年上对班。前两年，
幸福的小家又迎来了二宝佳佳的到来，为
了不耽误上班，两人开启了抱娃“接力”的
上班模式。

在同事们眼中，他们是一对儿“精力
特别旺盛，心态特别好的夫妻”。看起来
好像时刻都在忙碌的两人脸上却总是挂
着爽朗的笑容，常年被评为单位先进的
两人都是各自岗位中的佼佼者：孙铁锤
妻子的车厢温馨舒适，好多经常坐车的
乘客都和她成了朋友。孙铁锤所在的线
路，发车间隔科学合理，线路中的职工有
什么困难他总会第一时间前去帮忙，有着
十余年党龄的他更是常常被评为公司的
优秀党员。

妻子身为车长，平时的工作比较辛
苦，春运期间工作量更是比平常大了许
多，孙铁锤就承担起了大部分的家务，上
班前，会为妻子准备好饭菜；一有时间，就
会主动收拾家里；大儿子的课后辅导，小
儿子的半夜喂奶，只要能帮忙代劳的，孙
铁锤都会抢在前面。

农历新年快要到了，大儿子帅帅也开
始放寒假了，有时也会帮忙照看下弟
弟，夫妻两人会稍微轻松一些。问起夫
妻二人有什么新年愿望，两人想了好久
才说道：“孩子们都健健康康地长大，把
本职工作干好，一家人就这样高高兴兴就
挺好！”

“袋鼠爸爸”和车长妈妈的新年愿望
本报记者 张倩 文/图

关键词：农林水
新增水面面积11.5平方公里

项目 28 项，年度计划 22 亿元，占比
2.2%。重点抓好9个总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新增水面面积11.5平方公里，形成河道两岸
水岸交融、人水和谐的绿色生态景观带。

关键词：社会事业
新增中小学学位3万个以上

项目70项，年度计划39.9亿元，占比4%。
教育方面，年度计划 23.1 亿元。重点

推进郑州外国语学校航空港区新校区、市
第二中学高中部经开校区等 9项续建项目
建设；着力抓好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新校区、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新校区等 11项新开项
目开工。新增 123个教学班、6150个高中
学位；全市拟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30所，新
增中小学学位3万个以上。

文化建设方面，年度计划11.4亿元。重
点推进郑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二期工程、郑州
博物馆新馆布展工程等8项续建项目建设；着
力抓好郑州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郑州运
河遗产博物馆等9项新开项目开工等。全部
项目建成后，预计全市新增各类文化展馆6
个，新增布展面积4.3万平方米。

卫生和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年度计
划 5.4 亿元。重点推进市高端人才创业服
务中心等4项续建项目建设；着力抓好市中
心医院高新医院建设（一期）、市殡仪馆迁
建二期工程等7项新开项目开工；加快办理
市中医院港区医院（一期)等 8项前期项目
手续等。全部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新增医
疗床位 7000 张，其中开发区、城市新区新
增医疗床位约5000张。

关键词：城市建设
新建公园、微公园和游园16个

项目 105项，年度计划 753亿元，占比
74.8%。重点抓好 68个总投资亿元以上重
大项目。

畅通郑州工程 41 项，年度计划安排
487.2 亿元。重点抓好轨道交通工程共 12
项，年度投资计划 277 亿元。加快轨道交
通3号线一期工程等续建工程建设；推进轨
道交通 10号线一期工程、12号线一期工程
等新开项目开工，2020年 6月份第三阶段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线网工程全部开工，力
争 2020 年底 3 号线一期和 4 号线建成通
车，轨道交通通车里程新增约 65公里，达
到216公里，在建约185公里。

以“三项工程一项管理”为主的城市功
能提升工程40项，年度计划110.3亿元。着
力抓好人行过街设施等18项新开项目开工；
加快办理南三环污水调配工程等7项前期项
目手续办理。新增供水能力 15万立方米/
日，城区总供水能力达到202万立方米/日，
通过“一环十横十纵”改造提升工程，实现航
海路、嵩山路等七条道路街道景观提升。

生态绿化工程 11 项，年度计划 8.4 亿
元。重点推进碧沙岗公园、人民公园、紫荆
山公园拆墙透绿工程等5项续建项目建设，
年度计划4.69亿元；着力抓好2020年 16个
公园游园建设及廊道绿化景观提升（打捆项
目）等4项新开项目开工，年度计划3.4亿元；
加快办理雕塑公园新增绿地建设等2项前期
项目手续办理，年度计划 3500万元。通过
上述项目建设，2020年在建绿地规模达到
322万平方米，市区新建绿地34.6万平方米
以上，新建公园、微公园和游园16个。

关键词：交通
至年底新开工铁路约120公里
项目 45项，年度计划 116.7亿元，占比

11.6%，重点安排 31个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建设。

机场项目 1 项，年度计划 9.14 亿元。
着力抓好郑州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北货运区
及飞行区配套工程新开项目开工。

铁路项目 2项，年度计划 31亿元。重
点推进郑州机场至许昌市域铁路工程（郑
州段）续建项目建设；着力抓好机登洛城际
铁路新建工程（郑州段）新开项目开工。通
过这些项目的实施，预计到 2020年底新开
工铁路约120公里。

公路项目 22 项，年度计划 48.12 亿
元。重点推进 S317 线郑州境新郑机场至
新密改建工程等6项续建项目建设；着力抓
好 S312 郑州境改建工程（G107 东移至江
山路段）等 4项新开项目开工；加快办理焦
平高速公路荥阳至新密段新建工程等 12
项前期项目手续办理。通过这些项目的实
施，预计到 2020 年底，新增干线公路通车
里程约50公里，在建干线公路约100公里。

桥梁项目 10 项，年度计划 5.6 亿元。
重点推进迎宾路与连霍高速互通式立交 5
个续建项目建设；加快办理连霍高速公路
郑州市前程路出入口新建工程等 5个前期
项目手续办理。

公交都市建设项目 6项，年度计划 3.4
亿元。重点推进 28座公交车辆充电站（打
捆项目）续建项目建设；着力抓好公交专用
道建设项目（打捆）等2项新开项目开工；加
快办理公交场站建设项目（打捆）等 3项前
期项目手续办理。

市人大常委会批准郑州市2020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

力争地铁3号线一期和4号线年底通车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1月 21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郑州市2019年政

府投资项目计划执行情况和2020年计划的报告》，会议同意报告，决定批准郑州市2020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今年，市本级
政府投资项目拟安排297项，年度投资计划1006.8亿元，项目涉及农林水、社会事业、公共设施、城市建设等七大领域。

年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扎实推进

今年，政府投资项目有哪些？
要花多少钱？按照《报告》，2020年
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拟安排 297

项，年度投资计划 1006.8 亿元，较
2019 年市本级政府投资计划总额
（985.4 亿元）相比，增加 21.4 亿元，

同比增加 2.2%。项目涉及农林水、
社会事业、公共设施、城市建设、交
通等七个领域。

去年，全市上下认真实施年度政
府投资项目计划，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扎实推进。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2019 年市本级政府投资计划总额为
985.4亿元，全年实际下达计划942亿
元，完成率为95.6%。

贾鲁河河道整治主体工程和配
套设施基本完工，宽阔水面景观已经
形成，绿化面积达到 20.95 平方公
里。牛口峪引黄工程已建成通水，石
佛沉砂池至郑州西区供水工程试通
水，环城生态水系循环工程泵站建设
完成。

第十八中学迁建、第十人民医院
迁建等41个项目完工或基本完工，市
区30所中小学新建改扩建基本建成，
第四中学高中部新校区、第一中学航
空港校区、第七人民医院二期工程等
9个项目开工建设。全市新增中小学
学位4.88万个、医院床位1400张。

“畅通郑州”工程深入推进，轨道
交通 2号线二期建成，轨道交通三期
规划获批，已开通线路 5 条 151.6 公
里；农业路高架、金水路西延等一批道
路建成通车，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
工程加快建设，“井字+三环”快速路
网体系全面组网。城市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新建停车泊位 6.2万个，水电气
暖公用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完成道路
大中小修工程 450万平方米，对全市
4个区域、126条道路、2102余栋楼体
进行夜景亮化提升。

郑州机场至许昌市域铁路工程
（郑州段）、马米路与西南绕城高速互
通式立交工程等项目已开工建设。莲
花街西延（白松路至西南绕城高速）工
程、陇海西路新田大道至桃贾路口段
改造工程等项目基本完工，改建道路
里程约21公里。

“打竹板真开心，夸夸我们的孟庄村，
如今的农村变化大，说来就像是神话”……
腊月二十四，在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孟庄村
新时代文明大舞台，一场由村民自编自演
的村晚正在热热闹闹的进行。

81 岁的朱永先老人，是今年村晚年
龄最大的演员，一段戏曲选段《李豁子离
婚》，唱腔字正腔圆，表演惟妙惟肖，让人
既饱了耳福、又饱了眼福。快板《夸夸我
们的孟庄村》，对比孟庄村的昨天和今天，

细数村庄的发展变化、文明富裕，引起现
场观众的共鸣。“我们快板的词是爱萍姐
编的。爱萍姐多才多艺，平时不仅领着我
们姐妹们跳广场舞、扭秧歌，她还会敲盘
鼓、唱戏呢！”郭玉芹、段巧莲是孟庄村二
组的村民，初次登上村晚的舞台，在父老
乡亲们面前表演，虽说有些胆怯，但还是
难掩心中的兴奋。

“爸爸，快来呀！”说话间，一声响亮的
童音划破夜空，8岁的小演员曹艺晨拉着

爸爸的手，快步跑到台上，一曲父女对唱
《父子》，让人眼前一亮。

据介绍，孟庄村民间文艺团体在民国
时期达到鼎盛，从业艺人有上百人之多，
在中牟县有名气的有舞狮、豫剧、杂耍、顺
口溜、小段子等，各文艺团体经常外出演
出。“过去，大家演出是为了养家糊口，挣
个饭钱。现在，大家演出，是因为生活富
裕了，心里高兴，精神需要！”

“三孬加一好，想好好不了。三好加一
孬，想孬不能孬。用农村人演农村事儿，农
村事儿教育农村人，肯定中！村晚这个舞
台凝人心、聚人气，节目还好看，我们村参与
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孟庄村民朱平均老
人和老伙计郭成妞边看边评论，不时发出
欢快的笑声。

竹板声声细说俺村新变化
本报记者 卢文军

幸福的歌儿唱
起来，喜庆的舞蹈跳
起来……近日，在二
七区马寨镇申家大院
内，申河村老党员、离
任村干部、申河村村
民欢聚一堂，吃着农
家团圆饭，欣赏着村
民们自编自导的节
目，迎接即将到来的
新年。

活动现场流光
溢彩，到处洋溢着欢
快的气氛。整场晚会
以歌舞表演为主线，
主持人妙语连珠，演
员们精心准备独唱、
舞蹈、豫剧、二人转等
节目精彩纷呈，观众
掌声连连、热情高涨，
将活动现场气氛推向
高潮。台上演员倾情
演绎，台下的观众也
没闲着，鼓掌、喝彩，
热情的回应一浪高过
一浪。“咱们都是看着
申家大院一步步成长
起来的，在这里工作、

奉献，跟大家伙在一起，很有亲切感、
归属感！”村民们说。

“希望咱们申河多出青年才俊，咱
们的乡村振兴才更有盼头、大家伙也
将更加团结。”触景生情，申河村的老
支书申忠祥感慨万千。

举办这场联谊会的是申家大院负
责人申涛。作为返乡创业人员，申涛
曾经是一家装饰公司的总经理，但他
却甘愿放弃高薪返乡创业，在自己的
家乡申河村，办起了农家乐。如今的
申家大院是全国 4A 级休闲庄园、河
南省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项目、郑州
市农业科普研学基地、区乡村振兴排
头兵，2019年游客达16万人次。

事业有成不忘回报乡梓，创业至
今，申涛帮助解决了近70户申河村群
众的就业问题，包括三个特困户的家
庭收入，提供临时用工岗位达1300余
人次。“在家门口工作，方便照顾家里，
还能为家乡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我
们很乐意！”四十多岁的罗女士说。

“虽然现在带领这么多人创业致
富，很辛苦很累，遇到的难题也更多，
但是我是申河村的一分子，我觉得自
己应该为申河村的发展做一些事情，
让群众有更多就业的机会，让群众过
上更好的生活，这样想我觉得现在的
工作更有意义！”申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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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增一批知识
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日前公布的 2019
年度新认定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名单中，河南省有32家企业获批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1家企业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按照有关文件精神，我省组织开展了河南省相关企业年度考核、
三年复核和新申报工作，经企业自主申报、系统实时打分、省知识产
权局推荐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复核，河南省的70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示范企业全部通过复核考核，富耐克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32家
企业新获批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新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截至目前，河南省共有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102家，较
2018年增长 46%，省级知识产权强企 223家，优势示范企业培育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批企业运用知识产权有效提升了市场竞争优
势，示范带动作用逐步显现。

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
西北基地正式在郑投运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宁琳）1月 20日，国家供

水应急救援中心西北基地在郑州正式揭牌运行。
据了解，为加强国家应急供水救援能力，2016年起国家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启动实施“国家供水应急救援能力建设”项目。分别在华
北、华东、华中、华南、东北、西南、西北、新疆 8个区域，其中，西北基
地落户郑州。

国家供水应急中心西北基地位于郑州自来水公司柿园水厂附
近，占地约1500平方米。共配备供水应急救援车辆7台。全套装备
应急供水能力可达480立方米/天，应急供水时按照每人每天4升的
基本饮水量计算，可为12万人提供基本生存饮水保障。

国家应急供水救援中心可在多种突发事件下实现快速响应，应
急供水装备在灾后 12个小时内可到达灾区，24小时后供水能力倍
增，服务范围覆盖90万平方公里。

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2019 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年
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拟安排297项，年度投资计划1006.8亿元

幸福的孙铁锤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