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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假期出行车流量增加，
但道路施工依然在继续，省交通
运输厅提醒，出行尽量绕开下列
施工路段：

2017 年 6 月 15 日至 11 月 20
日，连霍高速郑州柳林段（K587—
K589）将进行桥梁施工，南半幅封
闭，北半幅单幅双向通行；第二阶
段北半幅封闭，南半幅单幅双向通
行。车辆时速不得超过 80km/h，
禁止超车、禁止停车、禁止超限运
输车辆通行。

因机场高速与航海路互通立
交施工，2017年6月1日至12月30
日，机场高速进出航海路四个匝道
全部封闭，所有车辆须从中州大道
上下机场高速，或绕行中州大道至
南三环进入机场高速。

连霍高速开封站由于施工，上
下站车道减少，车辆通行缓慢，请

打算在开封站上下站的车友提前
做好规划，西边可从中牟站绕行，
东边可从开封东站绕行。

长济高速焦作段K176+109公
里处分离式立交桥施工，南半幅封
闭管制、北半幅单幅双向通行。

京港澳高速往北京方向，刘江
黄河大桥路面施工，仅留左边两个
车道通行。

郑少洛高速登封东上站ETC
车道改造施工，工期一个月。目前
上站仅留有一个车道通行，容易造
成拥堵；请广大车友提前绕行卢店
或唐庄收费站上站。

郑民高速郑州段K28+30公里
处，机西高速跨桥施工，现场单幅
双向通行。

洛栾高速K89+690至K89+956
公里处栾川至洛阳方向东侧车道施
工。施工期间实行单幅双向通行。

商周高速周口段K139+141公
里处，跨桥施工，现场单道通行，超
限车辆禁行。

兰南高速许昌段K104+450公
里处跨桥施工，8月1日至11月10
日双向单车道通行。

大广高速K1937公里处,陇海
铁路立交桥维护施工：8月31日—9
月 29 日，限高 2.5 米，小车可以通
行，大车需要绕行。10月8日—11
月15日，单幅双向通行。大型车辆
可以绕行：大广高速—连霍高速—
兰南高速—大广高速。

连霍高速商丘段K367+370公
里处进行改扩建跨京九铁路立交
施工，采取半幅单向施工。东向西
施工期间，车辆从连霍高速绕行至
济广高速—商周高速—连霍高速；
西向东方向施工期间，采取北半幅
（东向西）单幅双向通行。

本报讯 昨日上午，新
任郑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市
公安局党委书记马义中分别
来到郑州地铁二七广场站、
紫荆山站、高铁东站，对这些
地方的安保及消防工作进行
检查。

在地铁二七广场站，马
义中一行检查了地上地下一
体化警力部署情况及地铁站
人物同检工作，还详细询问
了地铁客流现状及微型消防
站的建设及运行情况。检查
中，记者注意到他连消防定
期巡检卡记录、消防水栓水
压等诸多细节问题都不放
过。

随后，马义中一行乘坐
地铁1号线前往紫荆山换乘
中转站。在紫荆山换乘站，
马义中来到地铁站警务室和
车控室，仔细查看了室内设
施及警械具配备情况，并详
细了解视频巡控系统、消防
灭火系统及站务人员消防定
期培训等情况。在中转换乘
大厅，马义中叮嘱在站内巡
逻的地铁分局应急处置队，

要求他们进一步完善应急指
挥体系，加强地铁分局各站
点与属地分局、消防等警种
的联动，确保遇到紧急情况
第一时间处置。

针对目前地铁站人物同
检后，郑州一些地铁站安检
口存在部分乘客滞留的现
状，马义中要求公安机关相
关职能部门会同郑州轨道公
司，采取措施，优化站内安检
点布局，增设人检安检通道，
同时建议学习外地经验开设

“不带包”快速安检通道，为
老百姓创造更安全便利的出
行环境。

在高铁东站站前广场，
马义中视察慰问了由特警、
武警和东站分局民警组成的
武装巡逻队。他关切地询问
民警和武警们的生活保障和
日常工作。

据了解，马义中是前日
履新郑州的，上任当天下午
就赶到郑州火车站，对安保
情况进行调研。马义中之前
任新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地铁安保工作做得咋样？
公安局领导现场检查

本报讯 随着四瓶金色
的细沙流下，“2017年全国
科普日河南省暨郑州市主场
活动”白色的字体点亮成金
黄色。9月16日，一场极具
科技感的开场，拉开我省今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序幕。据
悉，全国科普日活动至今已
连续举办13年，今年的活动
主题是“创新驱动发展，科学
破除愚昧”，全省各科协组织
了1400余项科普活动。

16日上午8点，郑州市
科技馆门口已经排起了长
龙，不少市民带孩子来体验
科技产品。

今年，河南全国科普日
郑州主场活动现场，共设五
大主题展区，包括：创新驱动
成果展区、科技扶贫与农村
电商展区、科学助力成长展
区、科学破除愚昧展区、身边
科学展区。此外，现场还设

有科学秀表演、科普摄影作
品展、全媒体科普传播中心
优秀科普作品展映等活动。

记者看到，创新驱动展
区聚焦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前
沿热点，吸引高等院校、科研
单位、高新技术企业加入，展
示了航天员面窗等众多高科
技成果。在科学破除愚昧展
区设立了谣言粉碎机、谣言
破除实验室，通过展板展示
和实验演示，对2017年网络
热度较高的谣言进行现场破
解；科学助力成长展区成为

“科技世界”，孩子们现场体
验脑控赛车、VR虚拟现实等
科普活动。

据了解，在接下来一周
的时间里，全省各级科协组
织将会同发展改革、教育、科
技、环保、农业科研院所等单
位，开展1400余项丰富多彩
的科普活动。

十一出行 请带上这个版
10月1日至8日，河南高速免小客车通行费，易堵点及施工路段尽量绕开
□记者 田园

核心提示 | 国庆假期与中秋节“喜相逢”，带来了一个8天的超长假期。9月17日，河南省交通运输
厅公布假期出行提示：超长假期将带来一个超长的高速免费时间，10月1日零时起至10月8日24时
止，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时段以驶离收费站出口广场时
间为准。不过，假期期间全省依然有多个路段在施工，提醒市民出行尽量绕开。

通知 全省高速免费8天 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时间为准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

2017年中秋节、国庆节放假安排
如下:10月1日-10月8日放假，
共8天。9月30日(星期六)正常上
班。

根据安排，10月1日零时起
至10月8日24时止，全省高速公
路收费站免收7座以下（含7座）
小型客车通行费。同时，所有
ETC车道也将调整为免费模式，
ETC用户可使用ETC车道通行，
且不会扣费。

需要提醒的是，免费通行的

计费时间点，是以汽车驶离高速
出口的时间点为准，即在非免费
时段进入高速公路，但出高速的
时候是免费时段，则属于免费通
行。

此外，全省还有多项高速公
路免费政策正在实施。其中，郑
州至武陟，2017年9月1日0时—
2018年 8月 31日 24时，中原通
ETC豫A牌照小型客车（7座及以
下）行驶嘉应观收费站至郑州绕
城相关站点，享受先收费后补贴、
高速往返免费的政策优惠。

洛阳豫C牌照七座以下（含7
座）小型客车行驶洛阳绕城高速
公路实行免费通行，免费通行时
间自2017年9月17日8时起，以
下站时间为准。

自驾游黛眉山河南境内高速
费全免，免费时段：2017年8月19
日—2017年10月20日。免费范
畴：从河南境内任意高速出发，中
转新安免费站下站，自驾车7座以
下（含7座），赴黛眉山旅游的实际
购票者，黛眉山景区就地报销当
日过路费。

预计 假期头尾郑州周边将拥堵

省交通运输厅预计，免费期
间收费站不发卡、不收费，收费站
拥堵情况将大幅减少，更多的拥
堵将会出现在高速主线、服务区
以及城市与收费站的连接公路。

9 月 30 日，17：00~21：00 将会
迎来一拨出城小高峰，车流主要集
中在郑州出城方向收费站；10月1
日，郑州周边高速主干道以及出省
方向车流压力较大：郑州周边（出
城方向）、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
大广高速、日兰高速等往河北、安
徽、山东等省份方向的车流较多。

10月2日至10月7日，旅游城

市以及热门景区线路车流量将会
大幅增加。假期中期我省车辆主
要集中在省内开封、新乡、洛阳等
热门景区附近地区。

10月7日下午、10月8日，车流
量压力仍集中在郑州周边（进城方
向）高速以及城市连接线道路，建
议市民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时段。

整个国庆长假里，高速公路高
峰流量将会集中在10月1日的9：
00~11：00，10月7日、8日的15：00~
19：00。易拥堵路段为：京港澳高
速（G4）郑州段、郑州至许昌段；连
霍高速（G30）郑州段、洛阳段、三门

峡段；二广高速（G55）济洛段；宁洛
高速（G36）洛阳段、漯河段；郑州绕
城高速（G3001）；机场高速（S1）；郑
尧高速（S88）郑州段；兰南高速
（S83）许昌段。

根据历史数据统计，我省京港
澳高速新乡至许昌段、连霍高速开
封至洛阳段、武西高速郑州至长葛
段为历年十一假期流量最大，建议
避开上述拥堵路段。另外，避开流
量集中收费站，侯寨、惠济、柳林、
郑州南、郑州新区、轩辕故里、文化
路收费站入市道路容易发生拥堵，建
议返程高峰时段，避开上述收费站。

这些高速公路路段还在施工

□记者 李一川 通讯员 闫亚平 文 记者 赵龙翱 摄影

2017年河南省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1400余项“科普大餐”
等你来品尝
□记者 侯梦菲 通讯员 沈潜

本报讯 昨晚，在中超联赛第
25轮比赛中，建业客场挑战贵州
智诚。建业队状态低迷，最终以
1:2不敌对手，错失抢分良机。

昨晚，建业在锋线上继续派
出里卡多、巴索戈以及多奇卡尔
这套进攻“三叉戟”，但“全华班”
后防线暴露出能力和经验上的不
足，尤其是在边路防守中失误频
出，让贵州智诚不断在底线附近
完成高质量传中，而建业后卫在
与贵州外援前锋耶拉维奇的对抗
中也明显处于劣势，屡屡被对手

完成头球攻门，幸好门将吴龑发
挥出色，多次化解险情。易边再
战，第60分钟，贵州的边路进攻终
于收到效果，由梁学铭头球破门，
率先打破了僵局。比分落后的建
业立即进行换人调整，力求缓解
边路的压力，但第72分钟，建业的
中路防守又出现了漏洞，被贵州外
援卡斯特罗完成破门。

此役，建业全队的状态可以
用低迷来形容，丝毫看不到一支
保级队伍该有的拼劲，如果不是
门将吴龑多次化解对手的必进

球，建业很可能遭遇一场惨败。
直到比赛最后时刻，两球落后的
建业才全力发起反攻，虽然里卡
多扳回一球，但比赛所剩的时间
已经不足以让建业完成逆转。

赛后，建业主帅亚森表示：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下半场我
们踢得不好，开场就丢了两个球，
追上一球后我们踢得还不错，尤
其是最后的10分钟，如果想要保
级就必须像最后10分钟那样踢，
我们要好好总结，在接下来的比
赛中要做好自己。”

建业1:2不敌贵州智诚
□记者 王玮皓

郑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马义中在地铁上和乘客交流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