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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南站3趟旅客列车停运

今日起铁路调图
□记者 房琳 闾斌 通讯员 刘昕

本报三门峡讯 12月26
日，大河报记者从三门峡高铁
南站获悉，从12月28日零时
起，该站将启用新的旅客列车
运行图。其中，新增直通旅客
列车 13 趟，变更运行区段 7
趟，停运 3 趟，新增高峰线 1
趟。此次调图后，三门峡南站
运行列车将达到68趟。

新的列车运行图中，新增
的13趟直通旅客列车分别是
郑州东～成都东 G2201 次、
G2203/10次、G2205次；成都
东～徐州东G2206次；成都东
～北京西G308次；西安北～
北京西G656次；商丘～兰州

东G2023次；北京西～重庆北
G571 次；兰州西～郑州东
G2022次；上海虹桥～西安北
G1937 次、G1941次；宝鸡南
～北京西G4016次。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虹桥
～西安北的G1937次、G1941
次列车从郑州东站返回三门峡
南的时间分别是22：01和22:
42，比现在最晚的一趟延迟了
一个多小时，方便三门峡的市
民外出返程。

为更好地方便旅客出行热
点城市，此次运行图旅客列车
区段变更了7趟，分别为天津
西～西安北G1710次延长至

重 庆 西 ；济 南 西 ～ 西 安 北
G1832次延长至汉中；青岛北
～西安北G1835/6 次的终到
始发延长至重庆西；信阳东～
北京西G571次运行区段调整
为重庆西～北京西；西安北～
秦皇岛G1702次由成都东始
发；西安北—杭州东G1884次
延长至金华南。

此外，新的运行图中，三门
峡南站有3趟停运列车，分别
是西安北-沈阳北G1282次；
兰州西-郑州东G2024次；深
圳北-西安北G4647次。

同时，为了满足旅客春运、
暑运、黄金周、小长假等假期出

行需求，此次运行图还对“高峰
线”旅客列车进行调整，新增

“高峰线”高速动车组一趟，宝
鸡南-北京西G4016次。

三门峡高铁南站工作人员
提醒旅客，新的旅客列车运行
图与全国铁路运行图同步调
整，具体车次、停靠站、时刻信
息均以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网站或者各大车站公告
为准。此外，春运将至，提醒广
大旅客合理安排出行，互联网
旅客提早到站取票，以免耽误
旅客自身行程。

□记者 房琳 任欢 文图

本报三门峡讯 12月22
日，渑池至淅川高速公路渑池
至洛宁段、连霍呼北高速联络
线项目开工动员会在三门峡
市交通运输局召开。

大河报记者从现场了解
到，渑池至淅川高速公路渑池
至洛宁段起点位于三门峡渑
池县境，北接规划的山西垣曲
至渑池高速公路并与连霍高
速交叉，路线总体呈南北走
向，全长约40.112 公里，其中

三门峡境内长 16.388 公里。
项目采用设计速度为 100公
里/小时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路基宽度26米。于2017
年底开工，2020 年底建成通
车。

据介绍，该项目的建设将
成为连接豫西地区南北向的
公路运输快速通道，将与区域
内其他高速公路、国道、省道
连接成网，对提升沿线市县形
象、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推动
沿线社会经济和旅游事业发
展起到重要作用。

连霍呼北高速联络线起
于灵宝西闫乡东南连霍高速
公路上，经北沟村、干头村、常
卵园村，杨家村、李村、唐窑村

等，在川口乡赵吾村北接呼北
高速公路，到达线路终点，路
线全长27.264公里。项目采
用设计时速为100公里/小时
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路基
宽26米。于2017年底开工，
2020年底建成通车。

该项目的建设将实现连
霍高速与呼北高速的快速交
通转换，与郑卢高速、商登高
速构成一条横向大通道，全面
形成连霍高速分流通道与应
急保障通道，对于强化灵宝乃
至三门峡市交通区位优势具
有重要意义。

三门峡再添两条高速公路
2020年底建成通车

□记者 房琳 闾斌
通讯员 李书坡

本报三门峡讯 12月25
日，国家果品与果蔬汁检测重
点实验室（三门峡）顺利通过
国家质检总局专家组核查验
收。至此，国家重点实验室再

添食品检测新成员，这也是晋
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首家食
品检测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年 12月，国家果品
与果蔬汁检测重点实验室（三
门峡）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筹
建。5年来，实验室不断充实
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的技术

实力，为检验检疫系统和质检
总局的行政执法，服务地方经
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并在国际交流、科研制标、人
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显著的成果。

“三门峡是我国著名的优
质水果产地，果业发展对三门

峡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带动
作用明显。”三门峡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说，此次
国家果品与果蔬汁检测重点
实验室（三门峡）通过验收，将
有效提升黄河金三角地区检
测技术实力，为出口企业带来
便利。

“国字号”重点实验室落户三门峡

□记者 房琳 见习记者 杜汶
昊 通讯员 易馨 李旭鸽 文图

本报三门峡讯 12月20日
上午10时，灵宝市看守所项目
建设奠基仪式隆重举行。三门
峡市公安局、灵宝市委市政府
等领导和灵宝市有关职能部
门、焦村镇党委政府、社会各界
干群及300余名民警参加奠基
仪式。

据了解，灵宝市看守所项
目位于灵宝市焦村镇310国道
南侧乡观村，占地63亩余，设

计关押量800人，属于大型看
守所，总建筑面积22340平米，
其中包括被羁押人员用房、办
案及管理用房、民警及武警中
队生活用房、检察院及法院用
房以及附属用房。项目总投资
7000余万元。

“看守所项目奠基标志着
灵宝市监所建设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也是灵宝公安基层基础
建设的新跨越。”灵宝市公安局
相关负责人说。

严厉整治交通违法行为

□记者 房琳 闾斌
见习记者 任欢

本报三门峡讯 12月25日，三门
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召开今年第
十二次交通违法曝光活动。

大河报记者从现场获悉，当天该支
队对11月20日~12月 21日共241名
酒后醉驾人员名单予以公布。同时公
布的还有218名超分重点驾驶人员名
单、155名逾期未换证重点驾驶人名单、
424名逾期未审验重点驾驶人名单、
371辆违法未处理重点车辆，14辆逾期
未检验重点车辆，以及2017年发生亡
人事故的5家客货运企业、十大危险驾
驶罪案例等内容。

其中在通报的超分重点驾驶人员
名单中，累计记分超100分的有4位，驾
驶人刘某某记分达171分位居“首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曝光活动
中，该支队还首次对“不礼让斑马线”

“闯红灯”“违法停车”三项违法行为中，
全年违法次数排名前十的车辆名单予
以公布。

□记者 房琳 任欢 通讯员 霍向峰 杨
西伟

本报三门峡讯 日前，因公司运营
车辆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卢
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依法追究了三门
峡市荣达运输有限公司的安全主体责
任，该公司主管安全的副经理赵某被依
法刑事拘留。

2017年11月16日，三门峡荣达运
输有限公司的驾驶人郭某驾驶豫
M61267号水泥罐车行驶在209国道卢
氏县东明镇吊崖路段时，与一辆车牌号
为晋M96729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
造成对方车驾驶人贾某和乘车人候某
死亡,两车受损。驾驶人郭某承担事故
的全部责任，涉嫌交通肇事犯罪。

经查，三门峡荣达运输有限公司主
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赵某对肇事车辆
管理不到位，因失管、漏管导致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卢氏县交警大队根据相关
规定，依法追究赵某的刑事责任，采取
刑事拘留措施。

□记者 房琳 闾斌
通讯员 李松涛 刘宁波 许楠

本报三门峡讯 为严厉打击超限
超载违法，日前，灵宝市交通运输局执
法所联合公安局交警大队，在灵宝市境
内开展为期一周的联合执法行动。

据介绍，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前，执
法所和公安局交警大队领导精心制订
工作方案，要求参加行动的路警执法人
员要紧密配合，严格执法，严禁出现放
人情车等行为。同时，行动采用流动执
法方式，人员要求协调作战，快速规范。

据介绍，此次执法行动共出动交通
执法人员125人次，执法车辆30余台
次，检查过往运输车辆106辆，对11辆
疑似超限超载车辆依法予以查扣。经
检测，严重超限50%以上的违法车辆2
辆，轻微超限违法车辆1辆，一般超限违
法车辆4辆，移交公安交警部门的违法
车辆2辆。所有的超限超载车辆均按照
相关法规要求，严格处罚，同时对司机
和车主进行了教育。

运营车出车祸

企业责任人
被刑拘

严打超限超载
一周查处9辆违法车

灵宝市看守所项目奠基
占地63亩余投资7000万

连霍呼北高速联络线项目示意图

渑池至淅川高速公路渑池至洛宁段项目示意图

奠基现场

交通违法者
被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