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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处隧道桥涵可通行
其他干道渐次恢复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7月 21日下午，

记者从市防汛办获悉，截至21日 16时，郑州城区12处
隧道桥涵恢复通行，其他主次干道也在逐步恢复中。

郑州城区 67座隧道桥涵，瑞达路立交涵洞、经三
路城东路隧道、黄河南路下穿陇海铁路涵洞、桐柏路陇
海路立交、沙口立交、秦岭立交、嵩山立交南北双向快
车道、中州大道青年路地下通道、红专路地下通道、民
航路地下通道、商鼎路地下通道、兴隆铺立交东西双向
慢车道等12处可通行，还有55处隧道桥涵断行。

二七区航海路、南三环、大学路、京广路、南水北调
南主干道 5处严重积水，其他主次干道市区内地面以
上部分基本可以通行；中原区陇海路雪松路断行，其他
路段基本通行正常；惠济区长兴路办事处公交公司门
口、三全路往南50米、金杯路全段等31条断行、金水区
同乐路黄河南街、人民路顺河路向北等 15处断行；其
他主次干道市区内地面以上部分基本可以通行；管城
区主次干道通行正常，支路背街小巷除部分塌方无法
通行外，恢复通行；经开区十一大街经北二交叉口、航
海路与东三环交叉口、经南三路与东三环交叉口、三大
街与南三环交叉口 4处断行；高新区雪松路（梧桐街—
药厂街）、科学大道（金柏路—绕城高速）、长椿路北延
连霍高速桥涵、雪松路北延连霍高速桥涵、石佛办事处
百炉屯铁路桥涵、沟赵办事处赵村铁路桥涵 6处断行；
郑东新区金水东路107交叉口、文苑南路（博学路—明
理路）、德善街（文苑南路—学理路）等46处断行。

郑州机场限量
恢复进港航班

本报讯（记者 张倩）21日下午，记者从郑州机场了
解到，经综合研判，并征得民航局同意，郑州机场自 7
月 21日 12时开始，限量恢复进港航班。

郑州及国内部分机场遭遇强降雨后，郑州机场的
出港航班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郑州机场利
用降雨期间一切有利于安全飞行的条件，集中力量做
好出港航班保障，安排飞机出港，将滞留在郑州机场
的旅客运到目的地，目前，7个出港航班计划正在有序
进行中。

自 7月 21日 12时至 7月 21日 24时，郑州机场开
始逐步恢复接收 15个进港航班，至发稿时，已经有两
个航班降落郑州。

铁路部门全力
恢复运输秩序

本报讯（记者 张倩）21日晚，据中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显示，针对河南省特大暴雨对铁
路运输秩序造成的影响，铁路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全力
恢复运输秩序。目前，南北方向京广高铁、郑州往东方
向的郑徐高铁保持安全畅通，列车运行已逐步恢复。

果断调整列车运行。对 7月 21日经过郑州地区
的客车，第一时间下达调度命令，果断进行调整，确
保列车安全。

高度关注滞留旅客列车安全。通过多种方式摸清
滞留旅客列车位置，掌握车上旅客情况，组织沿线铁路
单位和干部职工克服周边道路不畅、超市关门等各种
困难，千方百计补充食品、饮用水等物资，保障餐食供
应，有条件的车站组织滞留列车旅客分批到站内就餐，
对有意愿下车的旅客组织大巴送至就近城区。目前，
滞留客车食品得到持续补给。

加开临时客车转运旅客。紧急加开北京西经石
太、大西高铁到西安的高铁列车 4 列，郑州东至徐州
东、石家庄、武汉方向的高铁列车6列，及时转运旅客。

做好车站滞留旅客服务工作。郑州地区各大火车
站增开退改签窗口，及时为旅客办理免费退票手续。

公交线路持续恢复中
本报讯（记者 张倩）记者从郑州公交公司获悉，截

至21日 18:00，郑州公交已恢复运营生产线路107条。
分别为：37路区间、S115路区间、44路区间、103

路区间、B12路区间、S111 路区间、287路区间、S170
路区间、289路区间、S181路区间、12路区间、60路区
间、34路区间、50路区间、1路区间、182路区间、102路
区间、S151路区间、8路区间、9路区间、B20路区间、32
路区间、B23路区间、98路区间、B18路区间、29路区
间、75路区间、S102 路区间、77路区间、131 路区间、
B38路区间、64路区间、41路区间、S108路区间、S158
路区间、97路区间、186路区间、904路区间、906路区
间、S162路区间、63路区间、20路区间、202区间路、
180 路区间、283 路区间、903 路区间、S165 路区间、
111 路区间、B10 路区间、176 路区间、291 路区间、
S117 路区间、S122 路区间、13 路区间、165 路区间、
B58路区间、81路区间、269路区间、298路区间、251
路区间、S139路区间、84路区间、277路区间、104路区
间、166路区间、114路区间、S131路区间、52路区间、
206路区间、S127路区间、S129路区间、S175路区间、
86路区间、191路区间、46路区间、122路区间、123路
区间、152路区间、S176路区间、B17路区间、919路区
间、109 路区间、B13 路区间、B2路区间、B5路区间、
B102 路区间、B1路区间、B11路区间、B302 路区间、
B502路区间、129路区间、S135路区间、S159路区间、
S172 路区间、47 路区间、S130 路区间、916 路区间、
S132路区间、B53路区间、S169路区间、S185路区间、
S167 路区间、65 路区间、S128 路区间、326 路区间、
319路区间。其他公交线路将视道路安全通行情况逐
步恢复。

救援期间违反限行
暂不抓拍不处罚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

东 通讯员 张芳冰）7月 21日，记者从
郑州市公安局获悉，受 7 月 20 日暴
雨影响，很多车辆停在机动车道上，
造成通行不畅。为尽快恢复道路通
行，郑州交警在暴雨应急救援期间对
违反机动车尾号限行规定的车辆暂
不抓拍，对不在规定车位上停放的机
动车暂不贴条处罚。郑州交警呼吁
因暴雨停放在机动车道上的车主，尽
快挪走在路面上的机动车，恢复道路
畅通。

车牌冲掉别担心
绿色通道可补领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李霞）7月 21日，记者从郑州市
交警支队获悉，因市区持续强降雨造成
道路积水，汽车车牌被冲掉的数量激
增，车辆管理所从即日起开辟绿色通
道，需要办理补领号牌的车主可以通过
下列两个渠道办理。

一是手机 APP 交管 12123 申请补
领号牌业务。二是可携带本人身份证
到郑州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总所、城东分
所、城西分所、城北分所及各个机动车
登记服务站就近办理，无须预约。

共享单车免费骑
保障市民紧急出行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

7月 21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与在郑州
投放的青桔、美团和哈啰单车协调沟
通，开展免费骑行共享单车活动，市民
可正常扫码骑行，落锁不再收费。免费
时 间 暂 定 1 周（2021 年 7 月 21 日 至
2021年 7月 28日）。

下一步，共享单车企业还将建立特
别联动小组，定时对单车握把、座椅等
部位擦拭清洁消毒；及时调运，最大化
保障各个区域的超市、社区及医疗点周
边的车辆供给；通过 APP 推送安全提
示等多重举措，保障市民骑行安全。

灾后如何防病？
想了解的看这里……

本报讯（记者 成燕）7月 17日以来，郑州市出现持
续性强降水天气，洪涝灾害发生后，由于饮水饮食卫
生状况恶化、环境污染、病媒生物滋生、人群接触机会
增加及抵抗力下降等因素影响，容易发生各种传染
病。群众应如何做好个人健康防护，预防灾后常见疾
病呢？

郑州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灾后注意做好这四
件事：

一、选用清洁、安全的水源和食物

不喝生水，只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
桶装水，对临时的饮用井水、河水、湖水、塘水等，要进
行消毒处理。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
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
毒。食物要煮熟煮透，生熟分开，餐具须清洁并消毒
后使用，进食前要洗手。不吃腐败变质或被洪水浸泡
过的食物，不吃淹死、病死的禽畜、水产品，不吃剩饭
剩菜、生冷食物，不到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摊档购买
食品。

二、蹚水后要及时清洗，外出尽量穿胶鞋

暴雨后地上的积水中有许多细菌、病菌，长时间
浸泡在污浊的水中，可能会患上一些皮肤疾病，比如
脚气（足癣）、浸渍性皮炎、皮肤外伤感染等，建议大家
外出尽量穿上胶鞋。蹚过积水的朋友，回家后要及时
清洗皮肤，出现破损要及时消毒。

三、对泡水或进水的房间内外环境进行彻底的
清理

清除污泥和垃圾杂物，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洗
家具，清理室内物品，清刷卫生间，必要时对房间墙壁
和地面进行消毒，做到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

四、清除蚊虫的滋生场所

及时检查生活、工作周边环境有无积水环境，如
废弃器皿、花盆、小水坑及沟渠等，清除可能蓄积有蚊
幼虫滋生的各种水体，疏通下水道。储水器皿要勤换
水，加盖防蚊。不触碰溺死的动物尸体，搞好周围环
境卫生，喷洒消毒杀虫药水。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 21
日从水利部获悉，河南等地多条河流发
生暴雨洪水，郑州郭家咀水库下游坝坡
大范围冲刷垮塌，但未发生决口溃坝，抢
险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省黄河中游支
流伊河，淮河中游沙颍河上游支流贾鲁
河，海河南系漳卫南运河支流大沙河、共
产主义渠、卫河等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其
中贾鲁河发生超历史洪水。

20日出险的郑州常庄水库，13处管
涌已处置，险情得到有效控制，21日 7时
库水位128.67米，较最高时下降2.64米。

郑州二七区金水河上小（1）型水库
郭家咀水库下游坝坡大范围冲刷垮塌，
但未发生决口溃坝。目前坝顶已基本不
过流，当地正在继续扩挖临时泄流通道，
降低水库水位。

水利部在指导河南省水利厅做好暴
雨洪水防范工作的同时，紧急部署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建管局做好各项应对准
备。目前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总体运行
安全。

预计未来3天，受冷暖空气及台风影
响，华北南部、黄淮西北部、华南南部、江
南东部及云南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
其中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西东南部、
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将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水利部提醒，海河流域漳卫河、子牙
河、大清河，黄河中游伊洛河、沁河、汾
河，淮河流域洪汝河、沙颍河，珠江流域
桂南沿海、粤西沿海等河流将出现明显
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
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此外，受上游来水
影响，嫩江中下游部分干流和松花江上
游肇源江段将超警。

7月21日在郑州市桐柏路附近拍摄的排涝现场（无人机照片）。 7
月20日，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郑州遭遇洪涝灾害。作为郑州重要的市内
交通通道，暴雨过后的桐柏路下穿陇海路隧道严重积水。江苏消防救
援总队徐州支队奉命连夜赶到，并迅速安装设备抽水排涝。 新华社发

抢排内涝

（上接一版）在一线指导防汛抗灾，及时转移
安置受困群众，有效处置险情。社会各界及
广大干群积极参与抗洪救灾，开展自救，形
成了防汛抗洪整体合力。

我省多处公路受损
受此次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我省多处公

路受损，部分路段出现交通阻断。截至目
前，高速公路方面，仍有200个收费站实施交
通管制，临时关停服务区 4对。普通公路方
面，全省国省干线公路断行 37处，农村公路
受损严重道路 50多条，断行路段 200多处、
损坏桥梁30座。道路运输方面，郑州、洛阳、
安阳、新乡、焦作、巩义等五市一县道路客运
全部停运。城市公共交通方面，郑州市地铁
全线停运，郑州、开封、新密等26个城市公交
停运，平顶山、安阳、新乡等 9个城市公交部

分停运。
我省已派出5个防汛指导检查组，分赴重

点城市和重点部位指导开展防汛抗灾工作。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加大对公路桥梁隧道巡查
力度，及时排除隐患，发布路况信息。目前，
全省公路没有出现车辆大量滞留现象，郑州
周边高速公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工地未发生重大险情。下一
步，全省交通部门将做好应急信息发布，做好
公众出行服务，加快水毁路段抢修和隐患巡
查，尽快恢复城市公共交通秩序。

郑州全面部署商品供应
近日，郑州市遭遇特大暴雨，部分区域出

现停水停电现象，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不便。
郑州市委、市政府及时对防汛期间商品

供应作出安排，目前郑州货源充足，物流有

保证，目前除银行卡暂时不能支付外，现金、
微信、支付宝均可正常使用。郑州启动生活
必需品价格和供应情况监测机制，第一时间
对当前生活必需品储备情况、供应情况进行
摸底。储备企业肉蛋菜商业储备均正常，其
中双汇猪肉储备 2 万吨，藏金源猪肉储备
2000吨，汇德牧业鸡蛋储备 50吨并保持正
常每天鸡蛋生产20吨，万久农产品有限公司
单个菜品保持正常出货 200吨，肉蛋菜均能
保持正常供应，且价格稳定。同时，万邦批
发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稳定，能够满足全市
居民生活需求。

郑州向各商贸流通企业发出倡议，号召
企业汛情期间加大米、面、油、肉、蛋、菜、饮
用水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履行社会义务，
不涨价、保供应。目前，郑州市正在营业的
商贸流通企业均货足价稳，未正常营业的企

业正全力恢复营业状态。
受本次强降雨影响，目前郑州市共有 85

户重要客户用电受到影响，其中45户全部线
路停电、40户部分线路停电。目前郑大一附
院、省妇幼保健院、武警部队河南总队医院、
中国人民银行、铁路局调度大楼发电车已接
入运行。

今明两天河南降雨持续
省气象台副台长苏爱芳介绍，预计今明

两天河南降雨仍将持续。
预计到 22日 14时，河南大部仍有中到

大雨，其中河南中部和北部有暴雨到大暴
雨，河南西北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郑州有暴
雨、局地大暴雨。22日 14时至 23日 14时，
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郑州阵
雨转多云。

河南通报防汛救灾情况回应公众关切
郑州多措保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

出行

温情提醒

水情

7 月 19 日至 20 日，受连续强降
雨、特大暴雨影响，郑州周边多座大
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城市洪涝灾害
持续加重。按照省市防指部署和市
城管局工作要求，郑州市城市管理执
法支队高度重视，深入发动，再次加
力，全员上阵，认真做好应急防汛各
项工作。

7月 21日凌晨 6时，支队积极响
应防汛抗洪号召，全体执法人员特
别是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克服种种
困难，准时赶到集合位置，在简短的
动员发动后，冒雨走上街头、进入工
地，第一时间对接属地城管部门，全
面开展防汛抢险救灾督导检查和救
援服务各项工作。支队领导分包辖

区 ，下 沉 一 线 ，靠 前 指 挥 ，现 场 指
导。各执法大队根据工作分工，城
管大队迅速前往负责辖区各积水点
和防汛重点地区，劝导提醒行人避
开危险水域，移除道路障碍物，摆放
警示标示。规划大队执法人员配合
市政、环卫搬运被大雨冲走的隔离
带，摆放共享单车，确保路面交通顺
畅。建设支队执法人员在抢险救援
途中及时排除无盖窨井，确保出行
市民安全，同时，深入建设项目工地
进行救援抢险指导，督促加强安全
措施防范。市政大队对全面开展地
铁工地、道路改造提升工程现场安
全排查。在中原区汝河路昆仑路路
面坍塌抢险现场，安全质量大队认

真指导开展救援，帮助联系失联家
人，清除道路障碍物。为保证郭家
咀水库泄洪区域人民生命安全，支
队迅速组织机关科室工作人员到航
海路与桐柏路交叉口四个方位，联
合公安交警做好周边群众和过往车
辆劝导撤离工作，尽最大努力疏导
往来人员及车辆。全天共检查工地
105 处、燃气加气站点 22家，排查积
水点 249 处，紧急处置因雨断行路
段 98 处，帮助行人涉水 340 人，帮
助车辆脱困 132 台，清理障碍物 510
处，较好地展示了城市管理执法队
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奉献的良好形象，以实际行动践行
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雨水无情人有情 立足岗位显担当
——郑州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执法队员奋战在应急抢险第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