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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燕）春去夏至，芳菲依
旧。记者昨日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
悉，郑州黄河文化公园、方特欢乐世界、园
博园、巩义竹林长寿山等多家景区已恢复对
外开放。

5月的园博园，到处散发着勃勃生机。
湖畔清风吹起柔韧的枝条，撩起水中阵阵涟
漪。成群黑天鹅“组团”出没，悠闲地在湖中
游曳；层层叠叠的莲叶间，鱼儿欢快地嬉戏。
金鸡菊闪着耀眼的光芒，热热闹闹地开满树

丛中、道路旁。漫步郑州黄河文化公园，只见
大片大片的月季、蔷薇竞相绽放，随着微风摇
曳散发出阵阵清香，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欣
赏。为吸引市民重启欢乐之旅，郑州方特欢
乐世界在5月 22日前限量推出160元/人超
值优惠门票，游客通过“方特旅游”APP、“郑
州方特”官微等进行购买，使用时间为 5月
31日前。市民可在安全、舒适的游玩环境
下，畅玩《暴风眼》《飞越极限》《逃出恐龙岛》
《极地快车》等30余个游乐项目。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郑州园博园仅
开放南门供游客出入。请大家提前通过微信
或支付宝小程序搜索“畅游园博园”进行实名
预约。该景区严格落实“限流、预约、错峰”要
求，每日接待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

黄河文化公园恢复开放期间，室内接待
游客上限不超过容载量的 50%，室外不超
过容载量的 75%；采取“预约、限量、错峰”
制度，所有进入园区人员须正确佩戴口罩，
接受体温检测以及健康码、行程码查验，暂

不接待郑州地区以外游客。
游客到郑州方特欢乐世界游玩需通过

线上实名预约购票，并凭身份证和购票二维
码入园。入园时，游客须佩戴口罩、测体温，
并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项目体验时，严格
把控每场游客入场人数，排队等待时候采取

“隔排”模式并保持安全距离。
据悉，今日，郑州绿博园将正式恢复开

放，建业电影小镇、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多
家景区也将于近期恢复开放。

灿烂夏花与君重逢

郑州一批景区开门迎客

昨日下午 3:00，130 余名在职党员志愿者分
组从亚星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兰手中，接过了由二
七区委组织部颁发的志愿服务证明书，他们纷纷
在社区前合影留念，留下人生中这场难忘的“战斗
记忆”。这个有着10020余名居民的社区，经过13
天连续奋战，经过13轮全员核酸检测，无一确诊病
例，终于先后解除了封控、管控管理。

昨日清晨 6：00，亚星社区西门警务室核酸采
样点，73 岁的退休党员梁志 刚 又 一 次 提 前 到
岗 ，他 轻 车 熟 路 地 打 开 警 务 室 大 门 ，取 出 扫
把开始打扫场地卫生，很快，76岁的郑邵峰、72岁
的张富贵、69岁的林根春、63岁的郭慧明、60岁的
何秋安……老党员志愿者们陆续赶到，老伙计们
聚在一起，简单地打着招呼，默契地撑遮阳伞、搬桌
子、拉警戒线、摆隔离墩……从5月2日社区第一次
全员核酸检测开始，这支主要由离退休党员组成的
志愿者队伍就“包”下了西门这个核酸检测点，13次
检测，老同志们天天如此，一次都没缺席，每天一忙
就是十几个小时，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社区居民
也都纷纷加入了志愿者组织，大学生、小朋友、篮
球队员、企业员工都成了志愿者队伍的生力军。

5月 13日晚10：20，亚星盛世业主志愿者服务
队队长、郑州市职业教研室原主任战竹珊已经接
到了社区继续全员核酸检测的通知，正忙着为志
愿服务排兵布阵，业主志愿者成员身份复杂，每天
晚上都需要重新确认第二天的上岗情况。14日凌
晨 1：00，群里还在热烈地讨论；5：26，群里发出了
最新的值班表和到岗时间要求；6：13，志愿者已经
到位领取工作材料。近两年来，东门核酸检测点，
已经成为业主志愿者固定的阵地。

在疫情防控中，志愿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据
介绍，从本次疫情开始，亚星社区共有“双报到”在
职党员、自管党员、业主、物业公司4支志愿者服务
队伍，约 500名志愿者，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学

生、群众，他们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持续奋战在社
区疫情防控各个岗位上，守卡点、搬物资、爬楼梯，
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为社区解决了大问题，真
正做到了群防群治，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
治理新格局。亚星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兰，这位工
作在最基层的社区干部，一提起她身边的这些志
愿者，总是满怀感激，可却只字不提自己作为一位
妻子、一位母亲，她连续吃住在单位，已经 13天没
有回过家了。

3座地铁车站
昨起恢复运营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记者从郑州地铁了解到，5月 14
日起，郑州地铁1号线郑州火车站，3号线人民公园站，1号线、3
号线换乘车站二七广场站恢复正常运营服务。

目前，郑州地铁线网下列10个车站继续采取临时关闭和不
停站运行措施，临时关闭车站恢复运营服务时间根据疫情情况
另行通知。1号线医学院站、绿城广场站；2号线陇海东路站、金
达路站、金洼站、黄河迎宾馆站；5号线冯庄站、京广南路站、市
第二人民医院站、齐礼阎站。

多措并举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何佳音）“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中原区中原西路街道坚持党建
引领，全力保障辖区企业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两手抓、两不
误”，不断为辖区企业复工复产加速助力。

为应对解除管控后属地内企业可能出现的复工高峰，降低
因人员聚集造成的疫情传播风险，中原西路街道党工委多次召
集各村（社区）负责人召开疫情防控调度会、部署会、复工复产工
作专题会，具体部署企业复工防控工作，要求务必做好属地内企
业复工情况摸排并建立台账，将疫情防控现有政策向企业传达
到位，并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当好宣传员、监督员、联络员、服务
员；依托“万人助万企”，安排专人做好与企业的日常协调对接，
强化企业在疫情期间的管控力度，做好复工复产各项准备。

秉持“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的理念，该街道区域发展办
公室靠前作为，第一时间将市、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以及复工复产
相关政策传达到企业。针对辖区内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较多
的特点，利用微信、宣传海报、LED屏幕广泛发布和及时更新有
关防疫资讯，在万达广场公告栏、商超入口等多处张贴有关防疫
宣传海报、规定和温馨提示。

压实责任，落实举措保安全。压紧压实企业防疫主体责任，
提前对辖区内 5栋商务楼宇、1个文创园区、1个大型商业综合
体及 2个农贸市场进行摸底，掌握复工员工健康状况、通勤路
线，做到底数清、责任明、措施实，并按照防疫要求严格落实“一
店一码”“一门一码”，做好人员进出扫码登记、每日健康监测、两
米线距离，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制定防疫应急预案。

发放3亿信贷资金
保障“菜篮子”安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72小时内完成企业评级
授信和贷款调查审批投放等各项工作，在复工当天，向市市场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发放了 3亿元的信贷资金。昨日，记者从市市
场发展中心获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开辟“绿
色通道”，紧急向市市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发放3亿元的信贷资
金，为公司保供稳价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

小小“菜篮子”，关系“大民生”。新一轮疫情出现后，保障好
百姓“菜篮子”是重中之重。在市市场发展中心指导下，市市场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彰显使命担当,迅速动员旗下
十八里河农产品配送中心、“街邻鲜生”各大门店积极与货源地、
供货商联系沟通，紧急做好农副产品储备。

为解决公司稳价保供资金压力，市市场发展中心积极协调，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开辟贷款“绿色通道”，72
小时内完成企业评级授信和贷款调查审批投放等各项工作，在
复工当天，向市市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发放了 3亿元的信贷资
金。据悉，此笔贷款可采购农副产品 1.9万吨，能满足郑州市民
3至 5天生活所需物资储备。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朱凤娟 李盼盼 文/图）眼
下，正是中牟县姚家镇万亩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昨日，中
牟县姚家镇组织志愿服务队走进田间地头，帮助群众收瓜、
售瓜（如图）。

因为辨别西瓜是否成熟是个“技术活儿”，志愿者们只能
帮忙运送西瓜，把瓜农挑好摘下的瓜运到车上，几个人密切协
作，不一会儿三轮车上就装满了。把一车瓜拉到收购点，快速
打包装车，然后再马不停蹄地返回瓜棚，累得满头大汗的志愿
者们，结结实实体验了一把瓜农的辛苦。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西瓜销售市场不如往年活跃。面对
丰收的西瓜，瓜农雍俊凯也曾发愁。“前几天我这一车瓜，拉到
咱万邦批发市场卖，价格比往年便宜了很多。现在疫情形势
好些了，收购商多了起来，镇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很多郑州
的超市也来拉货。现在，我们摘起瓜来更有劲儿了。谢谢你
们来帮俺摘瓜！也期待更多客商来我们姚家收购！”

在“疫”线擦亮青春底色
在惠济区防控新冠肺炎第一

线，有这样一位“90后”年轻干部
——青岩，敢担当、勇作为，在“疫”
线擦亮青春底色。

青岩是惠济区大河路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在基层工作的一年多
时间里，他以严严实实的工作作
风，快字当头、实字托底，坚守在战

“疫”一线贡献力量。
郑州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青岩

每天都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连
续多日披甲逆行，往返奔波于大河
路街道 10个村（社区）、27个疫情
防控卡点、25个核酸检测点，摸排
管控、防疫消杀、问题处置、宣传引
导，切实发挥基层干部的“硬核”力

量，充分展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在青岩的带动下，大河路街道

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出一批精
力旺、头脑活、有冲劲的干部，大
家发扬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
神，主动承担急难繁重工作，辛
苦不言苦，有难不畏难，真正把
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展现担当的
试金石和提升能力的磨刀石，坚
守在“疫”线，奋斗在一线。

从寒冬到立夏，与时间比速
度，与疫情同较量，每一次逆行，每
一次坚守，这位“90后”干部用坚
毅斗志与炽热奉献，践行着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

本报记者 杨丽萍

忙碌的转运员
疫情下，有一支不为人知的

“逆行”队伍。他们与星辰相伴，与
时间赛跑，将一位位“特殊家人”点
对点送到隔离点，又将这些“病愈
亲人”接回家中，他们就是奋战在
战“疫”一线的“转运人”。

在未来路街道办事处，刘长就
是“转运人”中的杰出代表。

刘长所在的闭环转运组平均
年龄不超过 45岁，平时他们的工
作就是将“密接”“次密接”人员转
运至隔离点；护送解除隔离的居
民回家；在机场、高铁站等接境
外、中高风险地区返郑人员到集中
隔离点。

“转运名单下来后必须在 20
分钟以内就联系上当事人。”刘长

说。要想比病毒跑得快，就必须让
自己忙得“飞”起来，可转运名单常
常在半夜下发到微信群内，这就逼
迫刘长得“强迫症”：时时刻刻紧握
手机，不时打开消息框，这已经是
刘长的习惯性动作，半夜出、清晨
回已是常态。

“坐沙发上眯一会儿，过个五
分钟会突然惊醒，梦里都是手机铃
声响了我没接到。”眼前的刘长眼
睛里布满红血丝，连日来的日夜颠
倒，他的眼睛有些发肿。

搞转运，每一天每一秒都是硬
仗！“前期会感觉有些害怕，但当你
把它变成一种责任时，便不再害
怕。”刘长说。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倩倩

郑州至香港客运
航线26日恢复

本报讯（记者 张倩）13日，记者从郑州机场了解到，郑州至
香港的客运通道本月将恢复。经批准，自 2022年 5月 26日起，
国泰航空恢复。

根据国泰航空的航班计划，郑州至香港的客运航班计划每
周四飞行，其中今年 5~6月两个月，每月飞一班，飞行时间为 5
月 26日和 6月 23日各飞一班，航班号为CX957、机型为A330，
郑州起飞时间为 16时 35分，到达时间为 19时 55分，到达香港
后，乘客可在 24小时内中转接驳至东南亚、欧洲、北美洲等多
地，将是目前从郑州前往香港的唯一直飞客运航线。

目前，国泰航空已经恢复了中国内地飞香港的航线，郑州至
香港客运航线执行之后，将是该公司恢复的第十一条内地航线，
旅客现可通过国泰航空官网等渠道预订机票。

志愿服务队
为瓜农解忧

遇风尽是同舟客
防疫一线志愿红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宋学新 文/图

志愿者为行动不便老人做好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