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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
将达到530万辆左右

今年中秋假期，是郑州在经历汛情、
疫情双重灾害之后的第一个小长假，秋
高气爽，不少景区实行减免门票优惠政
策，节日期间走亲访友、短途游玩、自驾
出行需求旺盛。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
通行不免费，受相关政策影响，预计经高
速公路、国省道出行交通流量将有小幅
增长。

预计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
出口总流量将达到 530 万辆左右，日均
流量将维持在 175 万辆左右，为年平均
日流量的1.1倍。

今年，郑州市教育部门采取分期、分
批、分类原则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
季开学，中小学开学日期与中秋假期相
互交织，将对节日期间交通运行态势产
生一定影响。

节前城区交通流量将趋于
饱和

受复工复产加速、中小学校开学、
节前购物聚会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中
秋节前，城区交通将始终趋于饱和状
态。出行高峰将从 9月 18日下午开始，
19日上午达到假期车流高峰，出行车流
将集中在市区收费站、主要国省道出城
方向、互通立交；20日，城区整体交通态
势较为平稳，部分商圈、游园、景区周边
出现短时拥堵；21日 15时至 20时进入
返程高峰。

9月 18日（周六）不休息，是中秋小
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当天尾号限
行 1和 6，预计当日全天城区交通都将面
临较大压力，受学生开学影响，市区三环
以内各个初中、高中学校门前道路都易
出现排队缓行现象；加上周六下班晚高

峰，中州大道（农业路高架桥—陇海路高
架桥）、农业路、陇海路、北三环高架桥、
金水路等道路东向西方向，京广快速路
北向南方向也都容易拥堵。

节日期间长途、短途、旅游、
就餐等出行交织

19日是中秋小长假第一天，也是市
区小学二至六年级秋季学期开学返校的
日子，8 时至 12 时，郑州周边各高速公
路、国省道出城方向，以及高铁东站、火
车站、长途汽车站将保持较大的人流车
流量；市内各小学门前及周边道路当天
将聚集大量送学生上学的机动车、非机
动车；城区万达各个商圈、360 商圈、正

弘城商圈、二七商圈等商业繁华区域，以

及动物园、银基旅游度假区、方特、黄河

游览区、少林寺等区域周边道路将保持

较大人流车流量。

20日，郑州市区各商圈、饭店及周边

景点附近道路将出现较大人流和车流

量，市区整体交通流量趋于平稳。

21日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当

天 16时至 22时，郑州周边郑州南站、圃

田站、郑州新区站、柳林站、惠济站、侯寨

站等高速公路收费站，中州大道、金水东

路、花园路、心怡路、京广路等高铁站、长
途客运站周边道路，以及农业快速路、陇
海快速路、北环快速路等常规易堵路段
将出现较大车流量。

假期过后上班、上学高峰期
交通压力较大

9月 22日是小长假过后上班的第一
天，7时至 9时，郑州市三环沿线交通压
力大，尤其是北三环金杯路至龙湖内环
路段西向东方向、陇海快速东三环至英
协路东向西方向、农业快速路西三环至

东三街方向通行缓慢，市区金水路、嵩山
路、桐柏路、花园路、中州大道等道路，交
通压力较大。

中秋假期群众自驾旅行、中短途出
游意愿强烈。加之前期郑州因汛情、疫
情等因素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通管控，
作为解除封控后的第一个小长假，中秋
节期间不排除交通流量出现报复性上涨
的可能。

高速公路施工及流量提示

二广高速白马寺收费站、洛卢高速
上戈收费站封闭施工，请选择临近站点

上下站；京港澳高速、安罗高速有多段

施工，占用部分道路，影响通行效率，途

经施工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

车距。

结合往年流量和上下站车道数量分

析，郑州周边最易堵的高速公路上下站

口依次为柳林、圃田、侯寨、机场高速郑

州南收费站。为避免交通拥堵，交警提

醒您小长假外出返郑可提前半天或推后

半天避开拥堵时段出行，并选择车流量
较小的连霍高速东三环北站、西三环北
站，绕城高速科学大道站、东三环南站等
站点入市。

节日期间限行政策调整

9月 18日（星期六）按周一的限行政
策，限行尾号 1和 6；9月 19日（星期日）
至 21日（星期二）郑州全市不限行；9月
22日（星期三）正常限行尾号 3和 8；9月
26日（周日）机动车尾号限行 2和 7。提
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机动车尾号限行规
定，避免因违法被处罚。

做好行车前车辆安全检查

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好车辆的各项

零件、轮胎、灯光、油量、雨刮器等，特别
是要长途高速行驶，一定要特别给爱车
做好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修补。

出行前要提前关注道路及天气状
况，计划好出行时间和线路，做好车辆安
全检查，保持良好车况，消除车辆安全隐
患；保持良好驾驶习惯，克服侥幸心理，
遵法守规行车，远离事故隐患；发生轻微
交通事故以后用手机拍照固定证据，尽
快撤离现场到快速理赔点理赔，避免造
成大面积交通拥堵；不超速行驶、不超员
超载、不疲劳驾驶，坚决杜绝酒后驾驶，
尽量不夜间驾驶，依法文明出行，安全快
乐过节。

假期期间将采取严格交通
管理措施

交警提前对中秋假期交通安保工作
进行部署，从 9月 13日起连续开展为期
10天的酒驾醉驾违法集中整治行动。中
秋期间，郑州交警将全警动员、加强指挥
疏导，加强交通违法的查处，加强交通事
故的预防，全力以赴维护省会道路交通
安全通畅。

针对假期交通出行特点，在市区各
个繁华易堵路口、各个景区、游园门前道
路、高速公路上下站口等重点区域、路段
巡逻管控，加强疏导指挥；科学部署警
力，加大对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疲劳驾
驶、超速超员、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的查处力度。

加大重点违法查处，对非机动车、渣
土车、农村面包车等交通违法查处力度
不放松；利用道路监控及时发现交通拥
堵点和交通事故，及时派员前往处置疏
导，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迅速启动应急机
制，及时采取措施，妥善有效应对；交警
铁骑在路面加强巡逻，及时快处快撤轻
微交通事故。

车长一个爱心之举
千亩梨园打开销路

本报讯（记者 张倩 刘玉娟 通讯员 靳
涛 文/图）昨日，记者从郑州快速公交公司
了解到，公交车长前几天购买郑州航空港
区郑家村果农滞销酥梨 2000余斤的事情
被媒体报道后，没想到竟为郑家村1000亩
梨园打开了销路。

9月 8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快速公交
三车队党支部副书记冯琳在朋友圈看到一
条动态：“1000多亩的酥梨成熟了，却没有
销路，果农心痛却无能为力……”

看着图片中果农面对梨树一脸惆怅的
样子，冯琳第一时间与果园取得联系，并在
职工微信群中发起倡议。通过接力，短短
一下午，就有200余名职工踊跃报名购买，
累计购买量达2000余斤。

9月 9日 13时许，郑家村的果农郑松
亮和家人一起驱车 50余公里，将 2000余
斤滞销的酥梨送至航海东路公交场站院
内。随后，多家爱心企业和个人加入到爱
心购买队伍当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郑家村1000多亩梨园陆续打开销路。

据果农郑松亮描述，近一个星期以来，
梨园销售量急剧攀升（如图），平均每天的
销售量都在万斤左右，多数是集体订购，其
中包括郑州临空生物医药园、郑港路政等
单位订购数量较大，逢双休日更有不少市
民到果园采摘。

冯琳说：“无意间看到的一条信息，居
然帮助果农解决了大问题，这让我们真正
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大爱和温暖。”

完善奖补措施
推进移风易俗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实习生 孙凯迪）昨日，市民政局联合
二七区民政局组织志愿者走进佛岗新居社区开展移风易俗文明宣传活动，倡
导婚事新办、婚事俭办、孝老敬亲、厚养礼葬、丧事简办的文明新风尚。

在佛岗新居小区文化广场，市民政局的志愿者在向居民们发放“推动
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的倡议书，并就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讲解，倡导
红事新办、白事简办，受到了社区居民吴丹的称赞：“非常好，结婚或丧事
从简，减少了攀比心理，树立了文明新风。”

不仅是佛岗社区，在侯寨乡麦秸垛沟社区的红事大厅，小余一家正在
举行婚宴，宴席上都是家常特色菜，仪式简朴而热闹：“像以前办婚宴最少
要七八万，现在三万多就足够了，我们社区现在为居民提供的红白喜事场
所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据了解，为了实现移风易俗、文明节约办事，佛岗社区成立红白理事
会，不仅免费提供场地给事主使用，还主动帮助事主对接办理红白事的相
关手续，佛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国军介绍道：“村里提供的场地大概 500
平方米，而且水、电、燃气、场地都是免费使用，比起在酒店要节约不少，也
就不存在攀比的情况了；在白事方面，不仅免费提供场地，村里还拿出一
部分资金奖励从简办事的，也就是病故之后在3天之内办完、没有铺张浪
费的，一次性奖励2.6万元。社区的社会风气习惯也越来越好。”

记者了解到，除了制定完善相应的奖补措施外，郑州还充分发挥群众
自治组织作用，全市 2331个行政村全部将推进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
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了红白理事会章程和红白事办事规范，让婚事新
办、婚事俭办、孝老敬亲、厚养礼葬、丧事简办成为文明新风尚。

“这家人真中”
本报记者 杨丽萍 通讯员 青松

在惠济区新城办事处东赵村，谈论起郑州市文明家庭曹金发一
家，街坊邻居都会伸出大拇指，夸赞道：“这家人真中。”

曹金发的父母今年已经 80多岁了，在邻里间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的父亲退休后热心帮助乡亲，谁家有大事小事都会请他去帮忙。
在“耕读养德，以德育人”优良家风的熏陶下，曹金发一家积极参加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活动，发挥助人为乐的社会主义风
尚。曹金发姐姐家与弟弟家的孩子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义务兵入
伍服役，拥军爱国，扶危济困，并光荣退役。

“与人为善，以诚待人，诚实守信，和睦相处，互敬互爱是我们家总结
出来的一条经验。”曹金发告诉记者，这是他们大家庭兄弟之间相敬如宾、
互相关爱，妯娌之间和睦相处的秘诀。“不管是大事小事，大家都会相互体
谅，宽容谦让，形成了理解、尊重、平等、关爱的文明家风。”曹金发说。

在教育子女方面，曹金发和姐姐、弟弟三家的孩子都已大学本科
毕业，他们在不断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关心爱护子女，重视家庭教
育，教育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努力营造了一个
温馨、和谐、宁静的家庭育人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也让孩子从小就
养成了孝敬老人、尊敬长辈、对人有礼貌、懂得感恩的良好品德。

导航小卡片
温暖乘客心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崔晨
文/图）“碧沙岗公园，从中原路兴华
街站下车向西50米，路北。”在郑州一
辆 9路公交车上，一块“导航指示牌”
（如图）引起了乘客注意。

指示牌位于驾驶室正后方，在指
示牌上，显示 9路公交车途经路段的
重点单位、医院、学校、商圈等地，每个
目的地下方，还放有相应的卡片，卡片
上写着下车站点和目的地方向。

“9路途经花园路、人民路、中原
路、桐柏路、航海路，是郑州市区一条
主干公交线路，这些目的地也是乘客
经常问的地方。”车长杨王记介绍，乘
客上车问路，车长都会耐心解答，对于
一些年轻人和对路段比较熟悉的乘
客，是能够记住的。但是对于一些老
年乘客和不熟悉道路的人来说，过一
小会儿就忘。

杨王记讲述，自己之前就遇到过
很多次这样的情况，乘客问完路之后，
在座位上坐下，嘴里一直念叨着，念了
一路；有的乘客想不起来，也不好意思

再问第二遍；有的乘客记着记着就记
错了，下错了站。

“像这样的重点人群，我一般都会
特意关注，但是有时乘客多起来后，也
照顾不了所有人。”杨王记说。

于是，杨王记想了一个办法，将乘
客经常问询的目的地用文字的方式展
示出来，每一个目的地下方，都配有
20张下车站点和行走路线的“导航小
卡片”，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把卡片拿
走，乘客可以看着卡片寻找目的地，都
是能够找到的。

市民张女士表示，自己在郑州西
区居住，要到汽车北站坐车出差，对于
北边的路不是很熟悉：“车长告诉我到
刘庄下车，再走一段路，我就有点迷
糊，生怕自己走错路。车长给我指了
指车上的卡片，让我把汽车北站下方
的卡片带走，我一路上拿着小卡片，心
里可算是有谱了。”

杨王记表示，目前指示牌上有 26
个乘客经常询问的目的地，他也会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新。

交警发布中秋假期安全出行提示
提前关注道路及天气状况 错峰返郑避开拥堵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邢红军）今年中秋假期共三天，从9月19日至21日。中秋期间群众出
行将明显增加，为避免节日期间交通拥堵，减少和防范道路交通事故，保障群众平安出行，交警发布安全出行提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
双节临近，随着我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市场逐渐进入消费旺季。省消协
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忘记疫情防控，安
全出行、理性消费、依法维权，度过一个
舒心、愉快的中秋和国庆假期。

省消协提醒，消费者应在出行前加
强风险评估，尽量选择省内、市内出行旅
游线路，避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避
开热门景点的高峰时段，错峰出行，并实
时关注旅游目的地防疫政策。

随着网上购物的日益火爆，特别是
节假日期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网
上购物，但由于网购的特殊性，隐含了
诸多风险，消费者要引起重视，省消协
提醒，网购时尽量选择大型知名的购物

网站或企业官方网站及信誉度较高的
网站。进入网店后，务必点击“店铺名
称”，详细查看资质、行业证照等店铺信
息，尽量选择证照齐全的店铺购物；慎
购朋友圈“五无”食品，在购买的过程中
要注意保留交易过程中的聊天记录、支
付凭证、快递单、商品包装等相关资料，
最好索要发票作为有效凭证妥善保存。

双节期间，正值商家销售旺季，线上
线下各类商品的促销打折吸引消费者的
方式五花八门。建议消费者不要被特
价、优惠、打折商品所迷惑，不盲目贪图
便宜而购买自己不需要的商品，应理性
消费。网上购物的消费者应坚持使用第
三方支付平台，付款时严格按照平台程
序进行，绝不与卖家私下约定其他交易

方式，不轻信、接受任何直接汇款至个人
账户的理由及要求。

外出就餐，要选择食品安全等级高
的餐饮场所并注意饮食安全。尽量选择
错峰就餐并保持适当距离。

消费者在节日期间购买商品或接
受服务时，不论是采取线上或是线下的
方式，都要谨记向商家索取并妥善保管
购物发票、小票、电子交易等有效凭
证，并仔细检查票据上是否标有购买的
商品名称、规格、特征等信息。扫码付
款请保留好截图内容。一旦发生消费
纠纷，要积极与商家协商，若协商不
成，应及时向当地消协（消保委）组织
投诉，提供有效维权凭证，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双节将至 省消协提醒——

外出莫忘疫情防控
理性消费依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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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下载
“心通桥”
客户端

过去一周（9月6日~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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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通桥”联合正观新
闻开设“观观督办”专栏，组建观观督办团，帮助解决群众的困难
事、烦心事。

1. 网友反映：因维修自来水管道，郑州四棉医院向北50米路东，
人行道上挖开的路面至今没有回填，造成行人和车辆通行不畅，希望
相关部门及时修复。

观观督办：在现场，记者看到人行道上有两处阀门井井盖没有归
位，部分砖块、沙土堆砌在一旁，裸露面积长约3米、宽约1.7米，旁边
竖立着“供水抢修”的隔离设施，行人无法通行。

记者采访了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先生告
诉记者，抢修自来水管道期间了解到，该路面下方是防空洞，为了保
通供水先铺设临时管道放置在地面。随后在市政相关部门修复防空
洞后，才对该处地下供水管道进行抢修。

9月 10日 8时，正观新闻记者再次来到此处回访，发现两处阀门
井均回填完毕，由于浇筑的混凝土水泥路面没有完全硬化，四周的隔
离设施还未完全撤除。

2. 网友反映：西四环中原路至陇海路上的两个路口红绿灯什么
时候可以恢复正常？市民出行很不方便。

观观督办：在观观督办的协调下，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
二大队和负责安装该路段信号灯的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共同协
作，两个路口的信号灯已恢复。

9日 9时，记者先来到丹水大道与西四环交叉口，看到联通集成
有限公司的施工队正在现场进行信号灯配时，经过一小时的调整，该
路口的信号灯恢复亮灯。

观观督办

已回复热帖

1.网友反映：荥阳市豫龙镇金地格林小城小区建好了，中间的路
两年没人修，居民出行不便。

荥阳住建局回复：经了解，关于此道路建设方一直未确定。经住
建局和小区属地管理政府豫龙镇、产业集聚区沟通讨论，确定由属地
作为建设方实施。

2.网友反映：西彩社区瑞景佳苑小区电动车飞线充电严重，火灾
隐患很高。

南阳路西彩社区回复：该小区属于业主自治小区，由业主委员会
进行楼院等管理，社区已经通知业主委员会负责人对于居民诉求及
时解决，加强楼院安全等巡查工作，保障居民生活安全。

一周数据
9月 6日~12日，“心通桥”网络问政平台接到诉求 277件，各职

能部门回复227件，办结62件。其中，民生生活类诉求最多，占总量
的 77%，排名第二的是交通出行类占 13%，教育公平类占 4%，医疗
社保类占3%，公共设施类占1%，供暖问题类占2%。

身边正能量

文明家庭

心通桥民意排行榜
（9月6日~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