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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蓓

本报讯 昨天上午，美国
旅游推广局郑州推介会在郑州
绿地JW万豪酒店举办，美国
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斯先生
亲临推介会现场，邀请河南游
客“探索美国呈现的所有精
彩”。推介会上，河南省副省长
张广智向美国嘉宾介绍了河南
日新月异的发展，期待双方通
过旅游文化等友好交流，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据悉，本次推介活动是
“2016年中美旅游年”的系列
活动之一，也是美国旅游推广
局首次到访河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博
卡斯大使首先用中国一句老话
开始了他的致辞。

“我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
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博卡斯
大使希望，更多的美国人能像
他一样来看看更多元的中国。
他特别强调，2015年平均每天
有280人次的美国游客来到河
南，他期待这一数字在未来持
续增长。

推介会上，美国驻武汉总
领事馆领事处处长陈路家向与
会的河南旅游业界人士介绍了
美国10年签证政策及电子签
证更新系统。美国纽约、加利
福尼亚、密歇根、关岛及夏威夷
等地旅游局代表向河南游客展
示了多姿多彩的美国之旅。美
国旅游推广局公关总监贾海虹

告诉记者，为迎接越来越多的
中国游客，纽约、加州等地的旅
游机构还特别推出了中文导游
等服务。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河
南省旅游局巡视员何琳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是河南省
重要的入境游客源地，早在
2013年，河南省旅游局就在美
国洛杉矶、休斯顿分别设立了
河南旅游推广中心，旨在传递
最新的旅游资讯，以促进两地
人民双向交流。在纽约时代广
场、在纽约地铁、在洛杉矶机
场、在拉斯维加斯等地，都能看
到“河南——中国历史开始的
地方”那靓丽的形象展示。

何琳说，河南是中国历史
开始的地方，是中华民族重要
的历史发源地之一，对于美国
游客来说，河南具有独特的魅
力。此外，源于河南的少林、太
极等中国功夫，对美国游客充
满了吸引力。“今年5月，我们
组织了100多名陈氏太极拳高
手到纽约时代广场表演，吸引
了大量美国民众围观欣赏，还
有不少美国朋友情不自禁地跟
着学起来，一招一式学得可认
真了！”

在 2016 年中美旅游年，
类似的河南旅游交流活动还
有很多。何琳表示，希望通
过中美双方的互动，促进两
地民众的旅游往来及文化交
流，成为国际旅游发展的重要
支撑力量。

□记者 程昭华

本报讯 华商之源、通达商
丘。昨日，记者从2016中国·
商丘国际华商节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两年一度的中国·商丘国
际华商节（以下简称华商节），
将在今年 10 月 9 日准时开
幕。来自海内外超千名华商代
表将共聚商丘拜商祖，而这也
是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
大根亲文化盛世”之一的华商
节第六次盛装上演。

据了解，本届华商节，由政
协河南省委员会、中华全国归
国华侨联合会主办，商丘市人
民政府、中国侨商联合会、河南
省工商业联合会、河南省归国
华侨联合会承办。将以“齐聚
华商源，共筑中国梦”为主题，
共安排开幕式暨拜谒活动、侨
商论坛、“互联网+双创”发展
论坛等九大项活动。

根据华商节的方案部署，
本届华商节规模在1500人，签
约项目100个以上，合同金额
200亿元以上。截至目前，已
邀请到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

1300多位客商，其中海外华人
华侨华商领袖、海外优秀华人
代表近200人。确定在华商节
期间签约的项目已有64个，总
投资达309亿元。

商丘市市长张建慧在发布
会上表示，华商是全球最具活
力的商业群体之一，华商企业
在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
具有极强的先导、示范作用。
而商丘是公认的“华商之源”，
全球华商齐聚商丘，将为商丘
乃至我省开放招商和资金、技
术及市场的有效利用提供良好
平台。

记者从华商节组委会了解
到，目前活动主会场已进入布
置阶段，其他内容也在陆续推
进中。“华商节不仅是天下华商
寻根祭祖、沟通交流的文化盛
世，更是合作发展、实现共赢的
国际性、综合性对外开放活
动。”张建慧表示，商丘将借华
商会的契机，继续与华商进行
全方位的交流沟通，提升华商
节作为天下华商朝圣地、招商
合作新平台、形象展示新窗口
的巨大作用。

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
来郑推介“精彩美国”

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
10月9日开幕

对此，郑州市政府已决定
采取三大措施解决该处的拥堵
难题。

首先，加快完成“井字+环
形”快速路建设。

推进南三环东延（预计年
底高架通车）、东三环（107辅
道，预计2018年底通车）等快
速路系统建设，同时完善智能
交通诱导系统，引导中州大道
南向北车流提前由南三环东延
线向东分流，充分发挥快速路
系统的协同分流作用。

其次，加快沿线分流交叉
道路建设力度。

力争同时开展机场高速改
扩建配套的 4 个立交工程建
设，使南部区域进入主城区陇
海路以北区域车流未来通过东
三环（107辅道）、南四环、南三
环、航海路4条道路逐级分流，
减少对中州大道交通的冲击。

加快推进中州大道南段逐
级分流通道工程建设，充分发
挥相交的紫荆山南路、南四环、
宇通路及鼎瑞街、南三环东延、
长江路、航海路的逐级分流作

用，减少对中州大道的交通冲
击。

落实经北六路跨越中州大
道工程、农业南路穿越陇海铁
路等相关配套的畅通郑州工程
建设，加强中州大道和机场高
速在陇海铁路南侧向东分流能
力，便于车流从经北六路向东
行驶后选择黄河南路、农业南
路、东风南路向北进入郑东新
区，分解中州大道车流。

加快建设紫荆山下穿陇海
路隧道工程，尽早消除施工围
挡造成的紫荆山路南北分流瓶
颈，及早恢复因地面施工而封闭
的陇海路高架桥紫荆山路上下
桥匝道；尽快启动航海路长江路
组合立交工程建设，打通紫荆山
路和长江路；精细化管理地铁工
程建设，减少地铁施工对交通影
响，并随地铁同步建设航海路下
穿隧道工程，提升航海路东西向
整体通行能力。

再次，尽快完成节点交通
配套设施及路口渠化。

以“保证主线快速通行、减
轻车流交织、引导车辆提前分

流”为原则，尽快完成该区域配
套的道路标志、标线、监控、诱
导等设施建设。

中州大道主线设置隔离护
栏和实线，同时安装监控设施，
保证机场高速、中州大道高架
层南向北直行车辆正常通行；
前往郑汴路/商都路方向车流
远端诱导、提前分流，减少中州
大道（陇海路-郑汴路）段交织。

在中州大道东半幅地面隔
离绿化带增加“先出后进”两处
开口，提前分离转向车流，避免
中州大道郑汴路口转向车辆交
织。对郑汴路口四个渠化岛进
行改造，满足行人、非机动车通
行，减少路口干扰。

相关部门将力争在10月
10日前完成近期工程措施，如
上述标志标线、隔离设施、监
控、诱导等配套交通设施及路
口渠化等。

（注：路口渠化，是指依据
《城市道路设计指南》，根据路
口流量和基本特征，对车辆、行
人作合理分离、导流等设计。）

郑州市相关部门就陇海路中州大道立交桥建成后桥下仍拥堵表态——

10月10日前完成交通优化措施
三大原因造成拥堵，采取三大解堵措施

郑州市相关部门归纳了此
处拥堵的三大原因。

其中第一条原因是，“井
字+环形”快速路系统尚未全部
建好。

目前由京广快速路至京
港澳高速之间区段约15公里
范围内规划的东三环（107辅
道）、花园路紫荆山路准快速
化工程均未实施完成，仅有中
州大道一条南北向快速路，并
同时承担东三环的交通功能，
功能叠加严重；加上西向北、
南向北等快速路转换客流汇
聚到一起，让此处成为一个堵
点。“井字+环形”快速路骨干
系统形成后，互相协同，交通
流均衡分布，拥堵状况将会明
显改善。

拥堵的第二条原因是：机

场高速中州大道沿线分流系统
尚未形成。

首先，机场高速双向4车道
改扩建为双向8车道后，配套的
4座立交系统正在建设尚未完
成，相交道路不能有效分解机场
高速车流，导致机场高速车流向
北过度集中于中州大道。

其次，中州大道南段（绕城
高速至陇海铁路）相交的南四
环立交及快速化工程、宇通路
立交及东延鼎瑞街、南三环东
延均未系统化建设完毕，逐级
分流系统未能发挥作用。

再者，中州大道郑汴路至
陇海立交段地面层主辅分隔
带没有开口，造成隔离带两侧
车流无法沟通，导致郑汴路口
交通冲突严重，车流拥堵延伸
直至立交区域。

拥堵的第三条原因是：附
近地面道路渠化及配套设施还
未完善。

由于目前郑州还处于交通
拥堵的阵痛期，加之工程较多，
为了尽量缓解拥堵，发挥工程
作用，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互
通立交刚一建成就投入使用。

立交北侧的郑汴路，地面
层路口渠化已有规划还未实
施；立交工程配套的道路标志、
标线、监控、诱导等后续管理设
施也尚未实施到位。

加上陇海立交北侧下桥口
至郑汴路南侧上桥口区域汇集
了机场高速、中州大道、陇海高
架立交三部分车流，多股车流
混行，直行车和转弯车互相交
织，总体上影响了主线交通运
行效率。

【探因】
三大因素造成“肠梗阻”

【措施】
三大措施解决拥堵难题

“郑州中州大道‘肠梗阻’”新闻追踪

□记者 王悦生

核心提示 | 郑州陇海路中州大道互通式立交桥建成后，桥下的中州大道
依然拥堵严重。昨天深夜，记者接郑州市有关部门通报称，针对大河报刊发的
“郑州中州大道‘肠梗阻’系列报道”，郑州市规划局已会同交警、建委、城管等部
门现场勘验拥堵原因，并决定在10月10日前完成一系列交通优化措施。

据了解，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互通立交北侧交通拥堵跟现状高架系统仍在
建设、周边道路分流系统尚未形成有关。

该立交通车后，郑州市规划局已会同交警、建委、城管等部门及设计单位多
次现场踏勘，分析拥堵原因，研究解决措施，并决定在10月10日前完成近期工
程措施，包括标志标线、隔离设施、监控、诱导等配套交通设施及路口渠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