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聚散离合数据 >
区域 结婚（对） 离婚（对） 补结（对） 补离（人）
金水区 138 133 54 13
中原区 88 59 29 3
二七区 60 62 26 4
管城区 42 48 22 2
惠济区 33 21 17 1
郑东新区 25 31 0 0
高新区 14 10 8 0
经开区 16 14 7 0
上街区 16 4 5 0
航港区 9 6 4 0
合计 441 388 17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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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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上周，郑州市各区共有441
对新人前往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388对夫妇办理离
婚手续，同时，有172对夫妇补领
结婚证，23人补领离婚证。

郑州一对结婚17年的70后
夫妻，婚姻正遭遇危机，因为男方
的“前女友”出现了，找到男方哭
诉婚后的不幸。男方心疼前女
友，也动了想重新追求对方，保护
对方的心思，婚姻的小船也面临
要翻的危险。

据了解，这对70后夫妻结婚
之前各自都曾有过恋人，因为家
庭差距等原因与各自的恋人分
开，经人介绍后相识结婚，结婚
17年来家庭和睦，双方都有稳定
的工作，懂事的孩子正读初中，是
外人眼中和谐幸福的家庭。 婚
姻危机却猝不及防地出现了。原
来，男方相恋多年的“前女友”因
为受到家暴来找男方哭诉，男方
见昔日恋人如此伤心，起了恻隐
之心，随着往日的幸福回忆涌上

心头，便想弥补当年未能在一起
的遗憾，想重新追求其前女友，便
提出要跟妻子离婚。

这对女方来说，无疑是晴天
霹雳。婚后17年来，女方全部
的重心就是家庭，她不想经营多
年的婚姻就这么破裂，见丈夫急
切要和自己离婚，女方甚至提出
了条件：在她再次怀孕之后，才
答应和男方离婚。女方的理由
是，只有一个孩子太孤单，给孩
子添个伴儿，而在外人看来，她
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维系婚姻，因
为根据《婚姻法》相关规定，女方
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或中止
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
离婚。

当这对“冤家”为离婚一事来
到金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后，
彩虹婚姻社工帮忙进行了调解，
经过调解，男女双方表示回去冷
静思考，再决定是否离婚。婚姻
社工表示，婚姻的维系需要夫妻
双方的共同努力，如果只有女方
有心挽救，男方却没这份心，他们
的婚姻能否继续下去仍是未知
数。

（记者 蔡君彦 实习生 房晋
云 通讯员 李永培）

□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郑州市
政府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月5
日，中央环保督察组驻豫督察正
好满3周时间。这期间，督察组
交办郑州市共17批386件群众
来电、来信举报问题材料，已办结
12批 245件。郑州市对举报属
实的问题进行了严格查处，其中，
责令立即改正63家，限期整改
11家，停产整改29家，立案处罚
9家，查封扣押3家，关停取缔95
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6起，行政
拘留7人，同时对109名相关责
任人进行了诫勉谈话、党纪政纪
处分、辞退等处理。

有市民反映郑东新区安平路
与东周路交叉口的五洲小区工
地，存在严重的扬尘污染问题，且
夜间施工噪声扰民。接到督察组
转交的线索后，郑东新区相关部
门于7月31日22时巡查时，发现
该工地夜间存在拆卸施工脚手架

的现象并产生噪音，对该施工行
为进行制止。8月1日，他们针对
存在的问题又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书。

经调查发现，该工程处于外
墙粉刷阶段，由于施工单位未切
实抓好常态化管理，且局部土方
未及时覆盖，造成扬尘问题。目
前，已责令施工单位立即停工整
改，并立案处罚。郑东新区最终
决定，对施工单位河南兴隆建筑
工程公司下发《郑东新区建筑工
程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停工整改，
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
10万元。截至8月1日，该工程
所有裸露土方全部用防尘网覆
盖，在围挡周边布设喷淋头喷淋
降尘。同时，施工单位洒水车循
环洒水，确保周边道路不扬尘。
目前，该工程处于停工整改状态。

有群众反映，新密市袁庄乡
姜沟村袁庄工业开发区内的柏
松涛洗衣厂，没有任何手续，晚
上使用燃煤锅炉，大气污染严

重。经过新密市政府相关部门
调查了解，“柏松涛洗衣厂”实际
名称为“新密市袁庄乡民瑞祥水
洗部”。该部位于新密市袁庄乡
姜沟村七组郭松超自家民房院
内，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未建设
污染防治设施。该单位现处于停
产状态。

7月24日，他们发现该水洗
部使用燃煤锅炉，25日该村对其
下达了大气污染环境整治告知
书，要求其切断电源、拆除设备、
清除原料。7月31日，新密市执
法人员检查，该水洗部没有建设
污染防治设施，没有办理环评，处
于停产状态。距该水洗部100米
处有一个约200立方米的坑塘，
所排废水系该水洗部排放，且此
坑塘无任何防渗漏措施。

为此，新密市对其下达了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8月1
日到2日，袁庄乡政府组织相关
部门对该水洗部断水断电，拆除
生产设备，进行了取缔。

□记者 蔡君彦

本报讯 郑州市地名管
理办公室传来消息，郑州市
中原区拟命名的市民文化中
心区域28条道路，三种风格
的拟命名方案已出炉，8月4
日至8月19日通过郑州地名
网公示。公示期间，欢迎社
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群众对公
示的道路名称，通过电话、郑
州地名网、信函等方式提出
意见或建议。

大河报记者登录郑州地
名网发现，《郑州市地名管理
办公室关于市民文化中心区
域部分道路拟命名方案的公
示》已发布，共涉及28条道
路，在三种风格迥异的方案
中，同一条道路的名称差别
很大。

其中，第一种方案是沿
用中原区道路命名规划“南
北以山、东西以河”的传统来
命名，第二种方案是以“唐朝
年号”为主要采词命名，突出

历史文化，喻义国家繁荣昌
盛，同样的道路，在第三种方
案中，则是为纪念建党95周
年，以革命红色山水、地名为
主要采词命名形成的红色风
格。

同样两条道路，在第一
种方案中叫“峨眉山路”、“沱
江路”，在第二种方案中是

“景福路”、“显庆路”；第三种
方案中则为“六盘山路”、“大
渡河路”。

郑州市地名管理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介绍，郑州市区
道路拟命名方案通常为一到
两种，这次同时给出三种拟
命名方案，主要是考虑到市
民关注，希望给大家更多选
择的余地。根据地名管理的
有关规定，将拟命名的市民
文化中心区域部分道路名称
予以公示，欢迎社会各界和
广大市民群众对公示的道路
名称，通过电话、郑州地名
网、信函等方式提出意见或
建议。

□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郑州市区徐寨
村拆了，区域内的路网咋规
划？记者从郑州市城乡规划
局了解到，现状只到花园路
的广电南路将向西延伸至文
化路。这也就意味着，将来
的广电南路，将东连中州大
道，西接文化路。

根据规划，广电南路（花
园路-文化路）被规划为城
市次干路。道路的红线宽度

为 30 米，全长约 1504 米。
道路横断面设计为中间双向
四车道，两侧是慢车道，慢车
道和最外侧的人行道以行道
树隔开。

另外，惠济区也将规划一
条市政道路。香山路（铁源
路-范庄南路），道路呈南北走
向，全长758米，规划道路红
线宽度为25米，道路等级为
城市支路。道路中间有18米
的快车道，双向四车道，机非
混行，两侧是3.5米的人行道。

中央环保督察组驻豫三周，郑州超百人因治污不力被追责

郑东新区一工地扬尘污染被罚10万

一周聚散离合

“前女友”哭诉婚姻不幸
他和妻子17年婚姻遭遇危机

郑州市市民文化中心区域
部分道路拟命名方案公示

各方案风格迥异，你选哪个？

公示时间为8月4日至8月19日，通讯地址：郑州市
中原区嵩山北路12号，联系单位：郑州市地名管理办公
室，邮编：450000，网址：http://dmw.zzsmzj.gov.cn ,联系
电话及传真：67172379，E-mail：zzdmb@126.com 。

广电南路
将向西打通至文化路

联系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