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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文/图）“我们小
区有个卖菜师傅，小区封控期间免费为居
民赠送蔬菜。希望媒体报道，传递正能
量！”近日，记者收到这样一条线索，随即
来到二七区建中街街道保全街 10号院一
探究竟。

5月 13日下午，二七区部分区域仍处
于管控状态，保全街 10 号院内一片宁
静。听闻记者来意，正在门口值岗的老党
员肖路明、徐志宏便打开了话匣子：“在这
个小区住了 20年，大家都知道咱这儿有
个热心肠的人。”……

据居民们讲述，5月 10日下着小雨，

一大早业主群里就有不少人说小区里有
人送菜。有人疑问：“要钱的吧？”“是不是
卖不出去的菜？”……疑惑中，一份份精心
打包好的蔬菜送到居民面前：黄瓜、上海
青、西葫芦、白菜、青椒足有十多种，一个
比一个水灵（如图）。伸手一拎，足有十斤
左右。10号院总共290户居民，蔬菜包也
打了290份，一户不落。重点是，免费！

“虽然是免费的，但看得出来搭配得很
用心，都是大家爱吃的家常菜，连豆芽都备
有黄、绿两种。”5月12日，一大车新鲜蔬菜
再次运至小区，居民们收到了同样分量的蔬
菜。小区微信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纷纷打

听这位爱心人士的来历。

原来，送菜的师傅叫王振，也是保全街

10号院的居民，是汉江路一家卖菜的商

户。得知其身份后，小区居民们纷纷点赞：

“大爱之人”“好人一生平安”。更有小朋友

做了感谢手绘画，送到他家门口。

收到大家的感谢和点赞，这个豪爽的

汉子却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小事情，不足挂

齿。”王振做蔬菜生意已经20个年头，当所

处小区被列为封控区时，他就意识到居民买

菜成了难题，尤其是阴雨天气，运输、配送都

将加大难度。“小区有很多老年人，不会网上

下单，经过考虑，就想拉点菜给大家送来，作

为保供单位，我也有这样的便利。”

当得知王振身份后，居民纷纷表示要

给王振付钱，也有居民建议直接在微信群

里下单，均被他拒绝：“我在做这件事的时

候就没想着收大家钱，别跟我客气了。”王

振说，自己从小在周口农村长大，乡里乡亲

们有如亲朋：“现在大家在一个小区住，和

以前的乡邻没啥区别，都是亲人。”

保全社区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社区出

现这样的善人善举，大家的关系也变得更

融洽了，邻里和谐的局面进一步被打开。

接下来，还将把王振的善举广泛传播，让大

家向榜样学习、传递正能量。面对邻居们

众口一词的赞美，王振在朋友圈里感慨：

“幸福来得太突然，被夸得像花儿一样。人

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定会更美好。”

改“卖”为“送”千斤新鲜蔬菜赠邻居

0:00～8:00利海新天地2号院一配配变4台、利海新
天地2号院二配配变4台、利海新天地2号院三配配
变、I市政京广路北延泵站专用 1（双电源用户）、I利
海新天地 2号院商业及公用设施专用 1（双电源用
户）。
0:00～8:00利海新天地 1#院五配配变 3台、利海新
天地1#院六配配变4台、利海新天地1#院七配配变3
台、利海新天地1#院八配配变4台、II利海新天地1#
院公用设施专用1（双电源用户）。
1:00～11:00望湖宸院二配配变2台、望湖宸院三配
配变2台、I融信望湖宸院公用设施专用1（双电源）。
1:00～12:00明钻三配配变、明钻五配配变 2台、II
明钻商业专用2（双电源）。
7:00～20:00华润燃气中牟分公司、中建二局专用、
郑州博奥弘大置业专用、I河南省府苑物业服务专用
1（双电源）、大河经纬、不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龙泽
嘉园、杜新中、惠浦建设有限公司、郑新建投、郑东新
区新城小学专用。
7:00～22:00河南民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上街区分
公司。
9:00～18:00II晚报 2（双电源）、II晚报新闻 2（双电
源）、II郑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专用2（双电源）、II消
防2（双电源）。
9:00～18:00新村东三街北7#配变、西录庄、西录庄
中街 9#配变、宋庵线 40A#配变、大郭村南中铁七局
基建、日照荣光建筑、东龙控股基建、小郭村东、龙翼
中学、龙翼一小、龙翼二小、郑东物业广播电视台、河
南万胜建设有限公司、马头岗变电站隧道照明基建、
东龙控股基建专用一箱、北录庄村民组。
9:00～21:00秀水湾三配配变3台。
9:00～22:00岔河配电线 5#配变岔河西砖厂、予康
科贸、岔河西、纪公庙3队、岔河、纪公庙大队砖厂、纪
公庙北。
0:00～8:00I孔河公馆商业专业 1（双电源用户）、轨
道6号线安宁路站基建专用。
0:00～10:00商都路十一配 3台配变、I财信圣堤亚
纳商业专用1（双电源）。
0:00～12:00东弓线-10#配变、10#配变、-9A配变
3台、尚岗杨公园专用 1、河道管理处、轩龙置业 B地
块基建专用1、安格置业（正祥路）基建专用1、安格置
业（长江东路）基建专用1、轩龙置业。
1:00～11:00望湖宸院四配配变2台、望湖宸院五配
配变2台、II融信望湖宸院公用设施专用1（双电源）。
1:00～12:00淮河一配 I配变 1、淮河一配 I局配 1、I
电宾1。
7:00～18:00陈砦南线 4#配变、5#配变、14#配变、
15#配变、22#配变、24#配变，兴达置业、军安建设基
建、洛阳路快速基建、省供销干校、陈砦村委、文化路
第三小学专用、省公安四处。
7:00～19:00II瀚海美尚中心 4#公用及商业设施专
用1（双电源）。
7:00～23:00I裕鸿花园2、I配变1裕鸿西1、I瑞华天
泽商业专用2、I市邮政局2。

8:00～20:00群众路线14#配变、国基置业基建。
9:00～19:00东孙庄6#配变。
9:00～22:00弓寨北线 4#配变、弓寨北线 10#配变、
弓寨北。
0:00～8:00新天科技专用。
0:00～10:00I升龙B12区商业专用2（双电源）、I升
龙B11区商业专用2（双电源）。
0:00～10:00阳光和苑居民一配配变2台、阳光和苑
居民二配配变2台、I阳光和苑公用设施专用2（双电
源）。
0:00～10:00I中交二区 3号楼 1#公共及商业专用 2
（双电源）、I中交二区 04号楼 2#公共及商业专用 2
（双电源）、I中交二区 21号楼 3#公共及商业专用 2
（双电源）。
0:00～12:00王鼎花园配2台配变。
1:00～11:00汇泉城7号院五配I配变1、汇泉城7号
院六配I配变1、II配变1、汇泉城7号院七配I配变1、
II配变1、汇泉城7号院八配I配变1、II汇泉城7号院
商业及公用设施专用2（双电源）。
1:00～12:00嵩阳苑居民专用 1、中原商贸城生活、
酒店公寓动力、II德丰园实业专用1（双电源用户）、I
酒店公寓消防 1（双电源用户）、I嵩阳苑商业专用 1
（双电源用户）、I市总工会照明 1（双电源用户）、I中
原商贸专配1（双电源用户）。
6:00～23:00东连河线 3#配变、沟赵线 75#配变、新
和鑫基建专用、堂李村委、沟赵南、赵永振、沟赵线
80#配变、收费站、西绕城公路建设发展专用、市政管
理局、沟赵村委II、四环连霍高速东南角基建专用、沟
赵东、腾达机械、腾达实业公司、海润公司、赵五臣、威
而嘉、腾达机械公司、腾达实业III、腾达实业IV。
6:00～23:00锦和苑小学基建专用、莲花街小学专
用、锦和苑中学基建专用、锦和苑便民服务中心专用。
9:00～20:00亚太新宇二配配变2台、亚太新宇商业
专用1、亚太新宇三配配变4台、I亚太新宇商业专用
二配2（双电源）、I亚太新宇酒店专用2（双电源）。
0:00～8:00中鼎置业二配、三配、四配、五配配变，II
孔河公馆商业专业1（双电源用户）。
0:00～8:00利海新天地2号院四配配变4台、利海新
天地2号院五配配变4台、II市政京广路北延泵站专
用 1（双电源用户）、II利海新天地 2号院商业及公用
设施专用1（双电源用户）。
0:00～8:00谷庄村、须水村委、须水五六队、兴业公
司、金城电力器材、金鸿实业、裕华城书香苑基建专用
1、万豪、龙全金属材料、麒麟家具III、双环碳素厂、华
丽装饰材料厂、铁炉禄苑基建专用 1、宏丰纺织品公
司、大洋热喷涂、樊楼线4#配变。
0:00～9:00地铁6号线小营站基建专用。
0:00～12:00康平苑二配2台配变。
1:00～12:00山水生活配、美丽源一配、美丽源二配、
山水商业专用、I美丽源商业1（双电源用户）、II美丽
源商业1（双电源用户）、II市中医院1（双电源用户）、
II电力设计 1（双电源用户）、II郑州市第十六中学专
用1（双电源用户）。

1:00～12:00淮河一配 II配变 1、II局配 1、II局锅炉
1、I消防2（双电源）、I晚报新闻2（双电源）、I燃气公
司2（双电源）、I晚报2（双电源）。
6:00～23:00辛庄连、百兴塑料、伊光建材、中星金属
制品、辛庄配线13#配变、辛庄东、恒启置业基建专用
1、赵村村委、同强水泥、光明机械专用 1、赛奥电子、
沟赵村东、科达公司、欧丽信大、瑞达医疗、郑州远大
塑业有限公司基建专用、新世纪广告、博大科技基建、
新地印务基建专用 1、卡特彼勒专用 1、华隆机床专
用、兴泰科技专用、堂李村委、赵村东北、赵村北。
7:00～20:00I移动1860客服中心1（双电源）。
7:00～21:00东三街16#配变、东三街14#配变、集浩
公寓配配变、33分部、省商达公司、5919部队招待所、
商管委。
7:00～23:00II裕鸿花园 2、II配变 1东城乡 1、裕鸿
东1、II瑞华天泽商业专用2、II市邮政局2。
9:00～18:00王桥东线 7#配变、王桥东线 13#配变、
王桥东线33#配变丰盛纤维、新龙路高压隧道迁改一
标四基建专用、冠军路中学教学专用、河南省冰雪体
育产业有限公司专用1、名门物业、信达五金制品、书
军小五金加工、金汇彩印有限公司、争游食品、二十里
铺村委、栗遂军商业专用1、索凌电气。
0:00～10:00II升龙 B12区商业专用 2（双电源）、II
升龙B11区商业专用2（双电源）。
0:00～10:00阳光和苑居民三配 I配变 1、阳光和苑
居民四配 I配变 1、II配变 1、II阳光和苑公用设施专
用2（双电源）。
0:00～10:00II中交二区3号楼1#公共及商业专用2
（双电源）、II中交二区 04号楼 2#公共及商业专用 2
（双电源）、II中交二区 21号楼 3#公共及商业专用 2
（双电源）。
1:00～12:00酒店公寓配配变、II酒店公寓消防1（双
电源用户）、II市总工会照明1（双电源用户）、II中原
商贸专配1（双电源用户）、II嵩阳苑商业专用1（双电
源用户）。
9:00～16:00郑州信邦商砼有限公司、和平鸽子养殖
场、和平混凝土。
9:00～20:00竹竿园线15#配变、竹竿园线14#配变、
竹竿园线 8#配变、樱桃沟小学数学专用、飞龙耐火、
竹竿园南线1#配变、竹竿园南线5#配变、竹竿园南线
13#配变、石匠庄线1#配变、石匠庄线8#配变、石匠庄
线14#配变、强涛机械工业专用。
9:00～20:00美林花园办公专用、昌盛实业专用、II
美林花园公用消防设施专用2（双电源）。
0:00～10:00西道线-8#、西道线8#、中亨4#院一
箱、中亨4#院二箱、二七房管所宿箱、易俗路14#、
工商解放路支行、市郊信用社、亚龙小区、二七房
管所、移风路一箱、城建公司、易俗路二箱、易俗路
一箱。
0:00～0:00兴华公司宿箱、远征花园箱、省机电 1、
五里堡北街7#配变、五里堡北街10#配变、五里堡北
街 16#配变、五里堡北街西 4#配变、管物宿 5#配变、
管物宿6#配变、管物宿7#配变、城市之家一箱、城市

之家二箱、百草园一箱、百草园二箱、鑫诚住宅一箱、
鑫诚住宅二箱、玉兰湾一配I配变1、玉兰湾一配II配
变 1、玉兰湾一配 III配变 1、玉兰湾一配 IV配变 1、
紫藤苑一箱、紫藤苑二箱、车站劳服家园一配配变
1、I第二市政建设集团专用 2、天然加气站、郑州天
宁药业有限公司专用、康华房产、交运三公司五队、
管物家属院、丰泽物业箱、城市之家商业、鑫诚住宅
小区商业、贝斯特小学、I车站劳服家园公用及消防
专用1。
1:00～12:00中原路142号院一箱、中原路142号
院二箱、绿都城一箱、绿都城二箱、绿都城三箱、绿
都城四箱、绿都城五箱、中八配I配变1、绿都城生
活一配配变、绿都城生活二配配变、绿都城生活
三配配变、中九配配变、绿都城商业、绿都城小学
专用。
8:00～21:00市政箱变令克、市政箱变头道令克。
9:00～18:00三江线 2#配变、中创置业基建 6号专
用、河南中创置业基建专用、弓寨安置区一期基建专
用、北郊输变电隧道五标基建专用、弓寨西头、弓砦西
南、弓砦西北、索须河北区景观专用、北四环快速路弓
寨桥基建专用、四环快速工程天河路基建专用、四环
快速工程天山路基建专用、弓寨、弓寨东、弓寨老年过
渡房专用、实验中学。
9:00～18:00II洛达庙新苑消防专用1（双电源）。
10:00～18:00裕华邙山一、二箱，水映唐庄一、二箱，
国基置业公共设施专用、国基老师宿舍、国基学生宿
舍、国基北大学城学生公寓专用。
0:00～7:00弓庄新城二号院一配 2台配变、弓庄新
城二号院二配2台配变、弓庄新城二号院三配2台配
变、惠济区第七初级中学专用、I弓庄新城二号院商业
专用1（双电源）。
8:00～20:00卫生北线10#、13#、15#配变，市建二公
司车队箱 1配变、省丝绸进出口公司宿 1#配变 200、
省丝绸进出口公司宿3#配变200、中建七局家属院居
民一箱1配变。
9:00～20:00金河配配变、裕利花园箱 1配变、百文
站、河道管理处专用。
9:00～21:00泰力置业居民生活箱1台配变、天和人
家箱 1台配变新希望奥苑商业、泰力置业商业专用、
天和人家商业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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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14日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2022年5月23日—2022年5月29日检修对外停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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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关 于 调 整 封 控 管 控 区 域 的 通 告

（2022年95号）

根据疫情形势变化，经郑州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研究，自 5月 15日零时起，对封控区、
管控区进行调整，现通告如下：

一、以下区域由封控区降为管控区
二七区
长江路街道办事处京莎广场 A、B、C座

（含底商），中岳大厦2号楼
五里堡街道办事处建新北街社区建新街

10号院
樱桃沟景区管委会曹洼社区
金水区
丰庆路街道办事处杲村滨河家园西苑
管城区
陇海马路街道办事处陇三社区新合鑫·

紫荆之星小区
惠济区
迎宾路街道办事处杨庄村
花园口镇南月堤村
二、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严格执行

疫情防控措施
封控区严格落实“区域封闭、足不出户、

服务上门”。管控区严格落实“人不出区、严
禁聚集”。防范区强化社会面管控，限制人员
聚集，严格落实进入公共场所限流、错峰、扫
码、测温、戴口罩、2米线等措施。各区域按
照规定进行核酸检测。

三、其他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不变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5月14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记者
从昨日上午举行的 2022年全市城市防汛工
作会议上获悉，郑州组建 94支共 10313 人
的防汛应急抢险队伍，已组织开展综合和专
项防汛演练30余次。

据了解，从 2021年 9月起，我市相继开
展了城市道路积水点、排水管网、明沟（暗
渠）、泵站、桥涵隧道、危房、人防、深基坑的
拉网式排查工作，全面摸清城区排水管网、

积水点及明沟、泵站和桥涵隧道等重点部位
运行状况，为后期工作提供有力遵循。

2022年，城市防汛工作将从“技防”“人
防”“物防”三个方面，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
险的各项准备工作。

加快建设城市内涝监测预报预警系统
（一期），计划在河道、隧道、桥涵、积水点、排
水口、明沟、泵站等部位安装 283套监测设
备和摄像头、118 套液位流量计等设备，并

结合气象、水利、交警等信息数据，构建城市
“内涝监测一张图”，对城区道路积水、雨量、
河道水位等监测点的水情、雨情实时获取、
自动预警，实现对城市防汛工作的全面感
知、精准预测和科学调度，目前该系统正在
全力建造。

组建包括人防、地铁、市政、燃气、自来
水、绿化等 94支共 10313 人的防汛应急抢
险队伍。组织医院、人防、房管、地铁、隧道、

市政、河道、绿化、路灯等部门开展综合和专
项防汛演练 30余次，不断提升机动协调和
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防汛设备储备保养、强化防汛物资
调度，目前储备移动泵车 44 台、防汛车辆
1439辆、发电机 413台、水泵 1516台、防溢
罩194个、新型挡水板2063块、船艇149艘、
沙袋 96 万余条，购置对讲机 100 台等防汛
物资，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

郑州全面吹响城市防汛备汛“集结号”
加快建设城市内涝监测预报预警系统 组建94支应急抢险队伍

防灾减灾防灾减灾 安全你我安全你我
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超500部

本报讯（记者 曹婷）昨日，记者从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截至4月底，郑州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累计超 500部。今年 1月至 4月，全市共加装电梯
139部，其中已建成电梯 60部，正在施工和即将施工电梯
79部，加装电梯数量居全省首位。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主要解决老年人“上楼难”等问题。
2018 年底郑州出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
截至今年 4 月底，郑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累计首次超过
500部。

加装电梯超 500 部是什么概念？据了解，2020 年之
前，郑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累计建成不足 200部。去年郑
州全年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目标任务是 200部，全年共完成
加装电梯200多部。

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充分征求群众、各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后，市住房
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
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新的实施意正在进行相关审核，通过后
将正式出台实施。

卫生系统职称
评审有新变化

本报讯（记者 李娜）“大白”们评职称有了新变化，破除
“四唯”倾向，临床实践占比更大。近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
悉，我省印发《河南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申报评审条件（试
行）》《河南省卫生系列基层高级职称申报评审条件（试行）》。

与之前相比，新的职称评价条件主要有八个方面的变化：
突出医德医风评价。把医德医风放在人才评价首位，

任期内有严重违反医德、学术道德行为等情形，不得申报。
突出临床实践导向。将门诊工作量、出院人数等临床

工作数量作为医师晋升职称的“门槛”条件，将病案作为评
价临床工作质量的重要载体。

破除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倾向。不把论
文、科研项目、获奖情况、博士学位等作为申报的必要条件，
不将人才荣誉性称号与职称评审直接挂钩。

实行成果代表作制度。代表本人最高水平的临床病
案、手术/操作视频、护理案例、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应急处
置情况报告、论文、卫生健康标准、行业技术规范、技术专
利、科研成果转化等均可作为业绩成果代表作参加评审。

重视临床工作实践积累。硕士、博士学历申报副高级
职称的任职年限与本科学历一视同仁。

向基层一线医务人员倾斜。扩大基层申报评审条件适
用范围，将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主管或审批的医疗
卫生机构，以及位于县（含县级市，不含区）域内的社会办医
疗卫生机构纳入基层适用范围。

助推健康科普工作。将健康科普活动纳入晋升高级职
称的必备条件。

实行分级分类评价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申报评
审条件分为全省申报评审条件和基层申报评审条件，基层
申报评审条件中增加了乡镇社区副高级职称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