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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面招租
经三路政四街交汇处门面房：1

楼 430 平米（1 楼可通 2 楼）,2 楼
1600平米(可任意分割、隔断)对外租
赁，周边省委、省军区、公安厅、司法厅
及政府机关家属院，紧邻中州皇冠假
日、索菲特酒店、紫荆山宾馆、金河宾
馆，地段非常繁华，交通十分便利，是
投资致富的黄金宝地，非常适合银行、
证券公司做营业网点，是成功人士投
资珠宝、玉器、红木家具……的最佳投
资机会。

电话：闫总13938526388

□记者 高鸿鹏 通讯员 邢红军

本报讯 昨日，郑州交巡警
支队发布出行提醒，4月1日至
8月26日，永登与登汝高速公
路卢店枢纽互通立交工程将进
行上跨及匝道拼接等施工，施
工期间将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3月26日至8月26日 在

永登高速K334+900—K435+
480段实施半幅封闭，过往车
辆需限速60公里/小时行驶。

3月26日至8月26日 在
永登高速公路 K334+900—
K335+480段南北半幅各设置
限高4.5米的门洞通道，凡超
高车辆可绕行省道或其他高速
收费站行驶。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从今天起，郑州西
南部再添一座高速公路收费
站。昨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
厅了解到，陇海西路与西南绕
城高速互通式立交通车，陇海
西路收费站正式启用。

陇海西路收费站是郑州市

第19个高速公路出入口，收费
站位于郑州西南绕城高速15
公里处，设4上6下共10个车
道，上下道均有ETC车道，允
许货车通行。

之前，因陇海西路新建收费
站施工，西南绕城高速部分路
段单幅双向通行，随着收费站的
通车，交通管制解除。

B10路 调整后途经通站
路、南三环、京广路、航海路、
桐柏路、淮河路、昆仑路、陇海
路（下行）、华山路(下行)。

B16路 调整后途经赣江
路、行云路、大学路、长江路、
京广路、航海路、中州大道、商
都路、通泰路、兴荣街、黄河南

路、祭城路、商务内环路、商务
东一街、商务外环路（下行）。
线路原有发车模式不变。

另外，受农业路道路围挡
施工影响，B1区间车变慢，快速
公交公司在早、晚高峰时段适
时增开南三环大学路和农业路
冉屯路的B1区间加车。

4 路 调整后首末站：侯
寨-火车站；途经道路：侯张
线-郑密路-嵩山路-汉江路-
兴华街-航海路-大学路-中原
路-火车站；新增站位：郑密路
罗沟、郑密路张仙、郑密路南四
环、侯张线盆刘、侯寨。

317路 首末站：医学院—
樱桃沟，调整后线路走向和首
末站不变。新增站位：侯张线

盆刘、侯寨一中、侯张线湖滨
路、侯张线曹洼、奶奶垌沟、曹
庙、石匠庄。

公交部门提醒，276路撤
停后，原276路首末站南三环
京广路与八郎寨附近乘客可乘
坐B58路、165路、B3区间或
13路在紫荆山南路南三环附
近站位下车转乘。
记者 田园 通讯员葛亮 杨超群

上周，前往郑州各区婚姻
登记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的新人达879对，比上一周增
加 163 对。同时，有 354 对

“冤家”离婚，220对夫妇补结
婚证，24人补离婚证。

当新人甜蜜地登记结婚
时，也有人为不能如愿以偿地
领证而烦恼，更心焦的是，宝宝
都快出生了，郑州一对年轻情
侣正在经受这样的尴尬和煎
熬。

这对年轻人自由恋爱，却
一直遭到男方家人的反对，但

他们不顾反对生活在一起，如
今宝宝都快出生了，结婚证还
没领，据说是男方家人藏着户
口本不给。

工作人员说，出现这样的
僵局，年轻人和家长都需要反
思，有的年轻人在情感问题上
比较叛逆，家人越反对越要在
一起，不肯和家人好好沟通；
家长帮忙把关的同时，也要把
握好分寸，给孩子自由选择空
间。

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王慧娟

□记者 乔伟辉 王惟一 文 李康 摄影

本报讯 也许你没听说过奥兰多，但你一定知道迪士尼乐园,没错，全球最大的迪士尼乐园就位于
奥兰多。在3月24日召开的“中牟县全域旅游发展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围绕中牟旅游业发
展侃侃而谈,认为中牟旅游的目标是建设“都市型田园城市”和“东方奥兰多”。

“旅游+”：打开思路，处处都是资源

满目葱茏，薄雾淡笼，绿博园确实是个美丽的生态公园。

3月23日，参加研讨会的专
家们在中牟实地考察了一整
天。随队的记者发现，除了方
特、绿博园、雁鸣湖等大家耳熟
能详的景点之外，中牟的旅游资
源还有很多。从历史文化底蕴
看，中牟是著名的官渡之战所在
地，是美男子潘安的故乡，现存
孔子回车处、战国梁惠王墓、汉
代萧何墓等多处遗址。自然生
态环境方面，中牟有典型的黄河
湿地和丰富的水系、树林，有丰
厚的生态农业基础。

中牟县县长潘开名介绍，中

牟旅游最大的优势在于区位交
通，位于郑汴之间，紧邻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地处中原
经济区的核心位置；交通包括高
速公路、城际铁路、航空等多种
方式，十分便捷。未来，中牟全
域旅游有多种发展形式：时尚文
化旅游包括方特欢乐世界、时尚
文化演艺园等；生态旅游可依托
雁鸣湖、郑汴中央湿地公园、黄
河滩区；乡村旅游包括特色农家
乐、渔村、采摘园；历史文化旅游
包括正在建设的河南民办博物
馆园区，以及众多待开发的历史

遗迹；商贸旅游方面，有奥特莱
斯、海宁皮革城等；甚至可以把
当地工业和旅游相结合，布局汽
车文化博物馆、汽车露天影院、
汽车文化主题公园、中原国际赛
车场等汽车文化项目。

最近流行“互联网+”，就是
把互联网与多种业态连接起来；
同样，旅游也可以“+”。 郑州
市副市长杨福平在研讨会上表
示，旅游是一种“嫁接产业”，它
可以和农业、工业、文化、生态、
商业等结合起来。“只要思路打
开，处处都是旅游资源”。

研讨会上，北京巅峰智业集
团首席顾问刘锋表示，中牟想打
造特色的全域旅游产业，需要找
到合适的定位，“以时尚创新为
着眼点，在大同世界走出大不同
的特色之路”。他建议，中牟可
以把主题公园集群作为引擎项
目，打造“东方奥兰多”、“中国游
乐之心”，经营时尚与创意。此
外，多多关注亲子市场，更多考
虑儿童的互动体验。

大地风景旅游景观规划院
副院长秦川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中牟可以打造中原娱乐休闲之
都，变成奥兰多那样的特色旅游
目的地”，要把全域旅游作为系
统工程来做，“建设不少于10个
主题园区，还要有一些地标建
筑、一些特色秀”。

虽有诸多优势，但中牟旅游
业还存在许多问题。北京达沃
斯巅峰旅游目的地设计事业部
副总经理杨增民指出：“中牟现
在更多的是过境地而非目的地，
而且有品牌形象模糊、服务系统
不完善、产业黏合度不高等问题。”

杨增民建议，中牟要明确自身定
位，以都市休闲为方向，优化产业，
树立“中原休闲门户”的品牌形
象。还要把各种特色休闲群落
串联起来，打造全域旅游。

深圳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王鲁民认为，要做出特
色，就要做出能生长在这个地方
的、有自身文化特点的东西。

正如北京交通大学旅游发
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任王衍用
所说的那样：“读懂这块土地，打
造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

全域旅游：找到合适的定位，打造“东方奥兰多”

宝宝都快生了这俩人的结婚证还没领呢
太淡定不想领证？NO，是男方家人不同意

区域 结婚 离婚 补结 补离
（对）（对）（对）（人）

金水区 271 107 66 10
中原区 145 71 38 2
二七区 143 60 38 6
管城区 86 45 37 2
惠济区 38 15 13 1
郑东新区 56 21 6 3
高新区 60 14 13 0
经开区 22 11 2 0
上街区 22 6 4 0
航港区 36 4 3 0
感谢郑州市民政局及各区婚姻
登记中心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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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海西路收费站开通
大货车也可通行

4月1日至8月26日
永登与登汝高速互通交会卢店枢纽将施工

过往这里的车辆请减速慢行

3月26日起
部分公交线路将进行调整

B10、B16路进行调整

4路、317路调整，276路撤停

本报讯 3月26日起，B10、B16和4路、317路公交线路将
优化调整，同时撤停276路。

week一周聚散离合

出行提醒

发展本地特色 中牟打造全域旅游
中牟召开县全域旅游发展研讨会，多位专家提思路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