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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5:00金色港湾九箱、十箱、十一箱、十二箱、
十三箱、十四箱、十五箱、十六箱、十七箱、十八箱，温
泉花园。
6:00～14:00桃源路11#、15#、18#（3台配变）、桃源北
4#、5#（2台配变）、住宅宿3#、交通学校8#、交通学校。
7:00～20:00立体世界配I配变1、II配变1、III配变1，
I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2（双电源）、I省高法居民生活 2
（双电源）、I北方电信省分公司专用2（双电源）、I省疾
病预防2（双电源）、I立体世界商业2（双电源）。
7:00～20:00五厂北院6#配。
9:00～17:00I建业凯旋广场二期商业专用 1（双电源
用户）、I建业凯旋广场商业专用1（双电源用户）。
10:00～22:00II中豪汇景湾商业专用2（双电源）。
0:00～8:00郑州市白沙园区管理委员会、河南艺术职
业学院。
7:00～18:00都市领地一箱、都市领地二箱、都市领地
三箱、都市领地四箱。
7:00～20:00天地山水涧三期一配I配变1、II配变1、
III配变 1；天地山水涧三期二配配变 1；天地山水涧三

期三配 I配变 1、II配变 1、天地山水涧五配 I配变 1、II
配变 1、天地山水涧一箱配变 1、天地山水涧二箱配变
1、天地山水涧三箱配变1，II河南省社区老年服务中心
专用1（双电源）、II裕华置业商业专用1（双电源）、天地
山水涧居民专用。
7:00～20:00五厂北院7#配变。
7:00～21:00运河上苑五配 I配变 1、运河上苑六配 I
配变1、II配变1（共计3台配变），I运河上苑商业专用2
（双电源用户）。
9:00～19:00郎庄西线 1#杆、河西线 53#杆、李代线
69#杆，中铁十二局、河西线、河道管理处、标准石化、郑
尉路充电站、姚庄郎庄安置基建、辅读中学、轨道 4号
线河西北路站基建、公共事业、郎庄村老年安置区、九
鼎公馆基建、国产汽配、向荣汽配、欧景装饰、宇通客
车、胜财商贸、联合润滑油、光谷置业、东周八组、姚庄
村委、姚庄西南、姚庄西。
0:00～8:00郑州铁路运输分院、刘集 2#社区 1#环网
柜居民生活、刘集2#社区2#环网柜公用、刘集2#社区
3#环网柜商业。

7:00～18:00南环线46#、49#配变2台，大宇望湖箱箱
变1台，郑发置业宿箱箱变1台，桐柏八箱箱变1台，闫
垌北-3#、6#、17#、18#配变 4台，中原工商、四零五七
厂、闫垌二队配、七十三中、民祥置业基建。
7:00～20:00法官苑一箱、二箱、三箱、四箱，II郑州市
热力总公司2（双电源）、II省高法居民生活2（双电源）、
II省疾病预防2（双电源）、II立体世界商业2（双电源）。
9:00～20:00南岗线 15，中国石油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海奥物流基建、绿业源科技南岗西北、郑州共赢快
路设备有限公司、含嘉仓实业基建、白建峰、公交永平
路场站、博尔特新能源长通家居充电站。
6:00～10:00科林线 18#配变、30#配变、经委线 2#配
变、3#配变，天府线9#配变、10配变，国安线3支1#配
变、5支1#配变，安置农场箱，省信息工程学院宿箱，景
苑居箱，II银河湾皇宫大酒店专用1，畜牧机关服务站，
花花牛股份公司，天府可乐，亚卫实业，福彩路立体停
车库，天泓汽车有限公司，种畜厂，七十五中，宠光天地
基建，外籍子女学校基建，马庄，马健中，少管所，青少
年管教所，郑大二附院，河南恒生，纯中纯商贸，平原停

车场新建，农干校。
6:00～20:00裴昌庙街线2#配变、裴昌庙街线3#配变。
7:00～18:00锦绣江南一箱、锦绣江南二箱。
7:00～21:00运河上苑二配I配变1、II配变1，运河上
苑三配 I配变 1、II配变 1，运河上苑四配 I配变 1、II配
变1、III配变1（共计7台配变），II运河上苑商业专用2
（双电源用户）。
1.用户实际停电时间，在计划停电时间范围内，以实际
操作时间为准，对用户恢复送电完毕时间均按上述检
修结束时间延后2小时。若遇大风雨雪天气等原因不
停，详见手机短信平台通知。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应
做好严格的隔离措施，严禁返电至停电线路上，否则由
事故造成单位负责。
2.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值班电话：供电服务指挥中心
68806880
以上停电公告可通过供电服务网站查询：
http：//www.95598.ha.sgcc.com.cn/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
2021年1月11日—2021年1月17日检修对外停电公告

11日

12日

13日

备注：

14日

15日

郑州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
履职尽责查隐患 综合防范保平安

郑州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以“创建平安郑州、构建
和谐社会”为目标，坚持管理、执法和服务三位一体的行
政执法模式，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及时查处违法行为，消
除安全隐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助推平安郑州建设。

2020年，郑州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检查工地项目近
2000个（次），主动发现违法建设线索300多起，积极配
合各区拆除违建、临建及老旧小区违法建设8942起，总
面积 67.3万余平方米；检查建筑工程 452个、总面积约
1649万平方米，对40个违法建设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排
查工程项目1385个，对148个违法建筑项目进行整治，
约谈问责曝光项目32个，依法叫停项目45个，发现安全
问题1192个；夜查工地2.9万处次，发现问题共1355处；
巡查道路 4.7万余条次，检查渣土清运车辆 2.2万余台
次，暂扣违规车辆共1246台次；对22家有证汽车加气站
进行日常监管，巡查汽车加气站435家次；整改拆除施工
围挡1507处次、总面积18.2万平方米，督导安装公示牌
559块；发放宣传册、温馨告知书、征求意见表20000余
份，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紧盯建设、住房销售、道路施工、扬尘防控等重点行
业领域和重点区域，开展扫黑除恶行动，加大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力度，认真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在日常执法
执勤过程中，严明执法纪律、规范执法行为、树立服务型
执法理念，及时有效化解争议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2018年，支队办理信访类案件4297起，做到件件有
落实、事事有回音，群众满意度99%以上。2019年，办理
信访类案件1174件，同比下降72%。2020年，受理转办
信访举报来件344件，回复340件，回复率98.8%。

许东升

朝阳沟“村晚”将在2021年全国“村晚”进行展示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跃伟

闫松涛）“清凌凌一股水春夏不断，往上看通
到跌水岩，好像是珍珠倒卷帘，满坡的野花
一片又一片，梯田层层把山腰缠 ……”上世
纪 60年代，以登封朝阳沟村创作编排的豫
剧《朝阳沟》，红遍大江南北，几十年来常演
不衰。新时代的朝阳沟，再次走进大众视
野，2020年 12月 30日，朝阳沟村“村晚”花
絮在“欢乐过大年·迈向新征程”——我们的
小康生活2021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
中进行了展示，并登上了央视新闻。

近年来，登封朝阳沟村坚持生态发展理
念，依托该村青山绿水资源，大力实施美丽
乡村建设，朝阳沟对村容村貌进行了统一提
升，展现出蓝砖青瓦、古朴庄重传统村落形
象。同时凭借豫剧《朝阳沟》、曲剧《卷席筒》
一村两戏的文化影响力，发展乡村文化旅游
产业，建立了杨兰春文化园、朝阳沟文化大
院，将上世纪的蒸汽小火车开发成旅游观光
项目。如今的朝阳沟村处处呈现出一派红
红火火、欣欣向荣。

据 了 解 ，“ 欢 乐 过 大 年·迈 向 新 征

程”——我们的小康生活 2021 年全国“村
晚”示范展示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
务司、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央视频联合主办，活动选取了河南、
天津、河北等地共 14个村和社区作为示范
展示点，开展东西南北中跨区域“村晚”接力
式直播《我的“村晚”我的年》，集中展示各地

“村晚”的精彩场景，引导带动各地广泛开展
“村晚”活动。朝阳沟村作为河南省唯一一
个入选参加“村晚”展播的村庄，将在 2021
年全国“村晚”中进行展示。

当日，在央视《新闻联播》“2021年全国
‘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报道中，多
次出现了朝阳沟“村晚”的排练画面，展现
了朝阳沟村浓厚的文化气息和乡土风情。
登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朝阳沟“村晚”花絮播出后，还将在春节
前夕举办一场时长约 100 分钟的乡村春
晚，通过央视频面向全国播出。届时还要
在朝阳沟举办农村大集，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创产品的集中展演展示，舞龙、舞狮、旱
船、竹马等表演。

《大院走出的足球队》
荣获主题微电影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申娜）记者昨日获悉，由中宣

部、中央网信办主办的第四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
（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获奖情况正式公布，由二七区委宣传部、
河南金象影业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微电影《大院走出的足球队》
荣获15分钟类一等奖。

电影《大院走出的足球队》，是根据荣膺“中国好人榜”“2012
感动中原新闻人物”二七区陇海大院先进事迹为原型创作，影片
以“爱心浇铸的自强自立的生命价值”为主题,呈现出当代中国人
扶危助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残疾人自强自立的良好形象。

二七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陇海大院爱心群体体现了郑州人
忠厚善良、友爱互助的优秀品质，是河南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动体现。把这个真实的故事搬上银幕，以电影的形式
弘扬主旋律，讴歌扶危助困、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的中原精神。

长久以来，二七区委宣传部坚持挖掘先进典型，聚焦新时代
新气象新作为，用电影语言和视频手法，讲好出彩二七故事，为
全力推进“‘三个二七’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方特跨年夜放飞气球祝福新年

为迎接新的一年，展现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风采和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活跃社区艺
术文化氛围，2020年12月31日，郑州市管城区航海东
路街道办事处银莺社区开展“新起点、同奋进、共筑梦”
社团组织汇报演出暨元旦文艺汇演活动。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金水区首个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联谊会落地经八路街道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朱岩 赵悦）昨日，金水区首个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在经八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成立。

经八路街道是省委、省军区及众多省直机关办公、生活所在
地。辖区“两新”党组织49家，私营企业1921家，新的社会阶层
代表人士620人。该街道新成立的新联会把辖区私营企业和外
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
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紧紧聚拢在一起，
旨在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开展系列活动，引导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正面发声，形成合力，服务居民、服务社会。

据了解，以此为开端，金水区委统战部将大力推广经八路街
道新联会建会经验，逐步实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全覆盖。

精彩“变
脸”迎元旦，声
声 祝 福 贺 新
年 。 昨 日 下
午，未来路街
道金色港湾社
区居民欢聚一
堂，自编自演
的节目精彩纷
呈，喜迎元旦
到来。

本报记者
郑磊 摄

河南首批短途航线开通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赵东东

牛可玉 刘琳）昨日上午 10时，在郑州上街
机场，一架塞斯纳 208B型飞机伴随着螺旋
桨的呼啸声，迎风起飞，飞往河南南阳姜营
机场。随后，又有一架贝尔206型号直升机
在上街机场起飞，飞往安徽阜阳机场。

当日，上街机场短途航线首航暨项目签
约仪式举行，上街至阜阳、襄阳、南阳的短途
运输航线经军民航认可，具备开通条件，并
进行试运行。首批三条短途航线填补了河

南省通航短途航线领域的空白，成为河南通
航真正“热起来、飞起来”的跨越点，为郑州
加强与周边地市的联系搭建了“空中走廊”，
也翻开了中原地区“通航+文旅”融合发展
的崭新一页。

据了解，短途运输航线与一般的民航航
线相比有三大优势：方便快捷，两小时内可抵
达周边重要城市，仅需提前半小时到达机场
登机，能满足快速出行需求；票价亲民，可实
现团体包机服务；体验舒适，飞机飞行高度在

3000米左右，属低空飞行，体验空中交通便捷
性的同时，还能在低空观赏沿途美景。

目前，上街—南阳、上街—襄阳航线由
河北中航、华夏通航共同运营，上街至南阳、
襄阳用时分别为 1小时 30分钟和 1小时 50
分钟，运营机型为塞斯纳208B，航班可搭载
8名乘客。上街—阜阳航线由河南美盛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执飞，运营机型为贝尔 206
直升机，可搭载 5名乘客，飞行 2小时 30分
钟。计划前期进行内测试运营，预计 2021

年 1月底开始对外售票，实现运营常态化。
首航仪式上还有11个项目签约落户上

街，计划总投资约69.5亿元，其中国内500强
企业两家，签约的项目包括中国航材集团公务
机维修、交付项目、河南省无人机沿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监测应用中心、北京东方雨虹绿色建
筑新材料生产基地、山西晋潞空调配件及LED
显示屏组件制造项目等，涵盖了通航运营服
务、建筑新材料、光电产业、5G制造、家电及汽
车配件制造、电商物流、文旅康养等领域。

惠济区社区社会治理创新
暨组织孵化培育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鹏尧）2020 年 12 月 30

日，惠济区在贾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社区社会治理创新暨
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中心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现场，郑州师范学院社会服务与发展学院筑梦社
工、英才社区保利五月花舞蹈队和贾河村军鼓队三家社区社会
组织与孵化中心签订了孵化协议。据悉，目前惠济区已成立社
区社会组织 337家，这些社区社会组织以社区服务和活跃社区
生活为目的，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为深化社区建设、
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基层民主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孟晶晶 徐
二伟 文/图）昨晚，伴随着“5、4、3、2、1”的
齐声倒数，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郑州方特欢
乐世界共同度过“跨年之夜”。

夜幕降临，巡游的大门开启。接近零点，
现场游客在主持人的带领下齐声倒数，在欢

乐的氛围中共同迎接 2021年的到来。现场，
数千只红色气球免费发放给游客。游客们将
新 年 的 心 愿 写 在 气 球 上 共 同 放 飞 ，告 别
2020，迎接2021。

据悉，郑州方特“童话新年夜”活动将持
续到 2021年 1月 3日。

自编自演迎元旦

昨日，管城区紫荆山南路街道紫南社区开展“迎元旦 庆新年”文艺
联欢会活动。各社区相继开展“辞旧迎新贺佳节”“邻里齐聚迎佳节，美
好生活展风采”文艺演出和“开心庆元旦，幸福在紫光”年度文艺汇演，营
造和谐、温馨、热烈、欢快的气氛，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新起点同奋进共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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