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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城市——2020郑州印记”
评选活动进入专家评审阶段

本报讯（正观记者 李鹏）昨日 17
时，由市委宣传部、市改进城市管理与
改善人居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主
办的“我们的城市——2020 郑州印记”
评选活动大众点赞环节告一段落，100
个案例共收到超 67万次点赞，浏览量超
75万次。

说起郑州 2020年的发展与进步，市
民李先生很是感慨：2020 年，郑州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年底地
铁 3、4号线同时开通，市民出行更加方
便，幸福感暴增！

市民张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此次活动参选案例很丰富，通过参与
点 赞 知 道 郑 州 原 来 建 了 这 么 多 新 景
观 ！ 体 现 了 市 委 市 政 府 以 人 民 为 中
心，不断改善市民生活环境，不断提升
市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的决心。作为

一名市民，我积极参与此次评选活动，
每天关注排行榜的变化。我不仅自己
点赞，还转发到朋友圈，动员家人和朋
友参与！”

还有许多网友在“正观新闻”APP后
台留言，点赞“正观新闻”做了一个很接
地气的活动，传递正能量，为宣传郑州做
出了积极努力。

那么，到底哪些事件、景点、街巷能

进入前十呢？接下来评选活动将进入专
家评审阶段。

活动主办方将从相关部门、高校邀
请专家、媒体代表、市民代表组成评审
团，对相关选项进行评审。最终按照点
赞次数、专家意见和大众投票不同权重，
评选出“2020郑州印记十大关注榜”“我
最自豪的郑州十大网红新景观”“我最中
意的十条街巷”。

今日傍晚或迎降雨
气温将跌至个位数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与上周末破纪录的温暖天气相比，本周前两天
郑州的气温已经明显下降，最高气温降至13℃～16℃。但这只是本次降
温的序幕，今日起，随着冷空气的到来，郑州将遭遇“跳水式”降温，并将
迎来降雨。久旱盼甘霖，本次降水对于我市的农业来说，是个好消息。

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受冷空气影响，24日郑州将迎来新一轮大范
围降雨，傍晚到夜里为主要降雨时段，夜间西部山区会出现雨夹雪，25日
降水趋于结束。24日，郑州东北风4～5级左右；最高气温仅有8℃，较前
期下降 6℃左右。25日，郑州的气温将进一步降低，只有 1℃～5℃。本
周末，郑州还将有场小雨。大家要注意适时添加衣服，以防感冒。

郑州市今后七天天气预报情况为：2月 24日（星期三），阴天有小到
中雨，东北风4~5级，4℃～8℃；2月 25日（星期四），零星小雨转阴天,偏
北风 4级左右，1℃～5℃；2月 26日（星期五），多云间阴天，2℃～8℃；2
月 27日（星期六），阴天，夜里转小雨，2℃～10℃；2月 28日（星期日），阴
天有小雨，4℃～8℃；3月 1日（星期一），阴天转多云，4℃～7℃；3月 2日
（星期二），多云间晴天，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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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子湖：生态底色处处尽显

集中夜查渣土车
紧盯九类重点行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富盈 汪永森 刘地 通讯员 李
冰 韩黎剑）春节假期刚刚结束，一些渣土车和水泥罐车就开始
违法上路行驶，他们不仅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也带来了严重的安
全隐患。22日夜，郑州交警开展了渣土车、水泥罐车违法集中
整治行动。

交警三大队：集中治理行动将常态化

22 日夜，交警三大队组织警力在航海路、长江路、大学
路、南三环、南四环、郑登快速路沿线等重要路段路口开展集
中整治行动，同时安排警力进行巡逻，以设卡拦截与巡逻纠
章相结合的方式，打击工程运输车、危化品运输车闯红灯、超
速、假牌套牌遮挡号牌、闯禁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

三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集中治理行动将常态化，采取
“白+黑”的工作模式，不间断地查处危化品及工程运输车辆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为市民打造一个畅通有序的道路出行环境。

交警二大队：查处各类交通违法32起

22日 19时 30分，集中整治行动开始，交警二大队利用固定
岗与流动岗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查处行动。

19时 33分，张某驾驶豫 A9721X号重型自卸货车沿郑州
市西三环由南向北行驶，在西三环与五龙口南路交叉口向北30
米处被查获。经核查，该车虽然有通行证，但是 22时以后才能
在示范路通行，属于禁行时间内闯禁行。

据统计，集中行动中，交警二大队共查处渣土车水泥罐车各
类交通违法 32起，其中，查处“九主六快”严管示范路闯禁行驾
驶员 9人。目前，这 9人全部移交辖区派出所，按照《治安处罚
法》相关规定进一步从严处理。

交警四大队：紧盯9类重点违法行为

交警四大队针对工程车的行驶特点，将通往中心城区的主干
道作为重点整治路段，采取定点执勤与巡逻查纠相结合的方式，
紧盯工程运渣车（重型自卸货车）、危化品运输车，严厉整治闯红
灯、超速、闯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9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截至 23日凌晨，交警四大队共检查工程运渣车 63辆次，
共查处工程运渣车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46 起。重点查处
闯红灯 4 起、闯禁行 10 起、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35 起、危险品
运输 4起。

“豫”见返郑返工潮
志愿服务“不打烊”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朱曼洁 文/图）“回得去的故
乡，回不去的时光，长不大的孩子，老得快的父母。”一直在郑州
高铁东站做志愿活动的黄菲感叹道。

黄菲是郑州公交B38路一名党员车长，也是苏师傅党员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之一。春运期间，郑州公交苏师傅党员志愿
服务队在郑州高铁站开展志愿活动，倡导乘客有序乘车，并帮助
乘客拿行李，提供热水、消毒液、口罩等。在等车的间隙，志愿者
们与乘客聊天，听到了很多感人的事情，其中两个装满鸡蛋的油
壶令志愿者黄菲印象深刻。

“这两个油壶的鸡蛋，是我父母特地给孙子准备的。”这对从
河南周口回郑州返工的夫妻向志愿者介绍说，因为担心外面买
的鸡蛋不香，这两桶鸡蛋，家里老人在老家存了几个月，都是家
养的鸡，专门“攒”给孙子吃的。除此之外，老人担心鸡蛋在夫妻
返工途中碎掉，老人特意拿了两个油壶，从中间划开一个口子，
再把鸡蛋一个个放进去。

“有一种爱叫恨不得把全世界塞进你的行李箱”，志愿者黄
菲说，一趟趟帮助乘客运送行李，虽然很累，但是看到无数游子
带着喜悦走出车站，年后满载着亲人的牵挂踏上回程的列车，仿
佛也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好像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亲人身边，
心中也有了些慰藉。

春节长假已经结束，但春运还在继续，郑州公交苏师傅党员
志愿服务队的春运志愿服务更没有停歇，他们将继续坚守在志
愿服务的岗位上守护旅客安全出行。

公交“品牌车组”夫妻档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申法娜

2 月 19 日中午，杨王记打开手机上的公交
手机监控系统，查看妻子李慧英所驾驶的那辆
9 路公交车的运营状态。还有 20 分钟，李慧英
的车辆该回到场站了，杨王记换上工装，快速扒
拉几下碗中的饭菜，拿着给妻子带的爱心午餐，
离开家到场站接替妻子，准备开始下午班的运
营工作。

“很多人都说，夫妻俩相互‘监控’很不自由，但
我们觉得，这就是爱。”杨王记笑着说。平时，两人
用“公交手机监控系统”来查看对方的位置和动
态。每隔一小会儿看一下爱人的行程动态，早已成
为他们的习惯。因为行车过程中不能接打电话，两
人就见缝插针地挑选对方到站之后再联系。每天
晚上，李慧英一边辅导孩子学习、一边用“公交手机
监控系统”算着时间炒菜做饭。等到杨王记回家，
美味可口的饭菜已经上桌。

85后杨王记、李慧英同属公交 9路车长，两人
不仅在同一条线上，而且还共用一辆车，用公交行

话来说，俩人是“对班”，他上班、她下班已成规律。
李慧英 2014年正式成为一名公交车长，直到现在
已经安全上路运营7年。

在李慧英的感染下，杨王记在 2018年加入了
郑州公交，出于对品牌线路的向往，两人在2019年
调入 9路公交线路，共同成为 9路公交车的车长。
由于家中有孩子需要照顾，夫妻二人便申请安排在
一辆车，一人上早班、一人上晚班。夫妻二人经常
鼓励对方，不仅互相学习，更要互相赶超。就拿车
辆的卫生保洁工作来说，两人对待公交车辆十分爱
惜，每天擦擦洗洗，做好日常检查维护，每周进行一
次全面的大扫除。杨王记和李慧英的车辆被称为

“公交样板间”。
由于二人工作出色，杨王记和李慧英的车

组今年被郑州公交集团授予“品牌车组”称号。
“拿到品牌车组的称号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我
们将会更加珍惜，今后的工作更加努力！”杨王
记说。

您有诉求，我来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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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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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通桥督办
2020年 8月 17日，网友“C150NDZTSA0”在心通桥发帖，反映

南阳路北三环祥和花园属于郑州市电力公司家属院，2008年交房至
今未办理房产证，“三供一业”改造后交郑勤物业公司，由于产权划
分不清，交接不明确，物业公司于 2020年 7月 20日撤离小区，至今
小区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刘寨社区兴隆铺社区2020年 7月 25日
在每栋楼下贴出公告，代管两个月，由专人负责进行管理，至今未履
行公告内容，小区还是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希望政府相关单位督促
郑州电力公司尽快解决小区物业问题。

网友反映问题相关单位长期未回复，2月 18日，心通桥督办员
到现场查看情况得知，祥和花园小区已有新物业入驻。刘寨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称，关于网友反映的问题，街道办、兴隆铺社区和
小区居民协调引进新的物业公司，最终选取恒胜源物业公司管理
祥和电力家属院，但未在平台及时回复网友问题，下一步将及时处
理，及时回复。

2月 8日~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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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排名第二的是交通出行类占
11%，供暖问题类占3%，医疗社保类占4%，教育公平类占3%，公共
设施类占9%,疫情防控类占3%。

一周问政概况

一周热点话题
1.网友反映：茜城花园、领袖空间、民安星辰三个小区共用机动

车出入口，上班高峰期严重拥堵。
中原区航海西路办事处回复：该道路为三个小区出入口，因计

划整修三个院出入口剩余部分道路，等天气回暖修复道路后，统一
进行打桩隔离，目前由三个物业公司派工作人员每天轮流清理出入
口道路停车，并在上下班高峰进行值守，以确保居民出入方便。

2.网友反映：京广路到陇海路陇西小学段没有公交车，沿途孩
子上学不方便。

郑州公交集团回复：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构建合理的换乘公
交体系已成为未来公交发展的必然趋势。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需
要从整体出发才能做到布局合理有序，如果仅仅一味地要求线路的
直达性，会造成线网布局杂乱无章，运力资源浪费等现象。

以下是我们为网友提供的乘坐方案：
（1）沿京广路到航海路500米左右的航海路京广路站，乘坐277

路到交通路陇海路下车即到陇西小学附近。
（2）沿京广路向南到客运总站乘坐 906路到大学路路寨，下车

步行到陇西小学。
（3）在华中路京广路乘坐81路、981路到陇海路转乘B5。

3.网友反映：赣江路98号春江家园小区物业以业主不交物业费
为由，卡扣不动产证。而我们之所以未缴纳物业费，是该物业不作
为，小区管理混乱，问题频出。早在2019年初，一批业主就去过社
区，商议成立业主委员会并更换物业。该物业拒绝配合，一直推
托。现在不动产证下来了，却不给发放。

二七区京广路街道办事处回复：小区不动产证的发放归地产公
司管理，社区将配合业主成立业委会督促物业整改。

经社区向春江家园物业了解情况，物业表示并未卡扣业主不动
产证，小区不动产证的发放归地产公司管理。下一步，社区将配合
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督促物业整改，进一步维护好小区的环境，更
好服务小区居民。

1. 锦荣居小区交房三年多房产证办不下来（2020年 9月 17日
发帖至新密市）

2. 宇通路西延至碧云路有无规划（2020年 9月 5日发帖至郑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 城东路城南路交叉口菜市场入口消防通道有商贩占道经营
（2020年 8月 31日发帖至管城区）

网友盼回复

心通桥民意排行榜
（2月8日~2月21日）

“茜城花园、领袖空间、民安星辰三个小区共用机动车
出入口、京广路到陇海路陇西小学段没有公交车、买了人防
性质的车位想退退不了”……近期（2月8日~2月21日）这
些“心通桥”的热帖，相关部门是如何回复的？各县市区回
复情况如何？哪些帖文网友还在期盼回复？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窦真
珠 文/图）“生态美，产业更美，龙子湖变
得越来越宜居了。”初春时分，从郑东新区
平安大道过东三环一直向东，龙子湖公园
郁郁葱葱、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昨日，
记者从郑东新区管委会了解到，作为中原
科技城引领区的龙子湖智慧岛建设快速
推进，与之相匹配的龙子湖公园全域提质
增绿也在不断提升，生态底色愈显靓丽。

春日龙子湖公园的清晨，水清草碧，
宁静清爽，湖面上，成群的野鸭或在水中
浅游，或在浮萍嬉戏，或为了身后数只嗷
嗷待哺的雏儿，开始了辛苦且幸福的捕
鱼喂食，此时的龙子湖公园，碧草青青、
鸟翔鱼跃，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生态画卷
让人流连忘返。作为绿化管养单位的河
南东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正在顺应时节积极开展乔灌木病虫害防
治、施肥撒药、土壤改良、修剪补植、园区
基础设施维护等精细化提升工作。

记者了解到，龙子湖公园作为创建国
家园林生态城市示范园、“双改”工作示范
园，处处体现着环保与“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园内的生态自行车道采用环保材质，
以透水铺装为主、碎石铺筑为辅，通过透
水空隙结构，使自然降水能够透过硬质铺
装渗入地下，从而起到减少地表径流、补
充地下水的作用。此外，在绿坡的设置
上，采取生态植草的排洪沟形式，既能够
吸收蓄存自然降水，增加土壤肥力与微生
物营养，又可以过滤掉多余水分，保护边
坡土壤不受侵蚀，实现“环形共生”可持续
发展的设计主题，处处尽显生态之美，成
为市民春游的打卡地。

志愿服务队在郑州高铁站开展志愿活动

天健湖：秀美画卷徐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