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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杜
文育 通讯员 焦永生 石朋飞

本报许昌讯 5月28日，许
昌市政府召开电网重点项目协
调推进会，听取许昌电网发展和
建设工程推进情况汇报，专题研
究解决电网重点项目建设过程
中遇到的难题，确保全市电网重
点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电力
保障。

2018年，许昌电网累计争
取电网投资16.7亿元，是2017
年的两倍。计划新建、续建35
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37项，
新增容量290万千伏安，建成后
将有效缓解局部供电能力不足
问题。计划完成农配网投资7
亿元，推动小康电示范县、深度
贫困村共320个农村电网整村
改造，为助推城镇经济发展奠定
基础。然而，用地预审、市政规
划调整等因素，严重影响了工程
项目开工建设，供需矛盾突出。

针对电网项目存在的问题，
许昌市政府要求各有关单位和
部门，积极帮助解决电网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要
密切配合，协同推进，特别是规
划、国土、建设、环保、公安、交
通、林业等有关部门，要在项目
审批、线路选择、环评审批、用
地、电力设施保护等方面给予大
力支持，全力配合电网工程建
设；要把电网建设作为重点工
作，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发挥职
能作用，协调解决项目在前期推
进、建设实施、电力规划执行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优化电网发展
环境，营造良好的供电服务环
境；要简化程序，持续优化审批
流程，适当简化电网建设项目的
专项审批手续，简化办事程序，
实行并联审批，加快审批速度，
切实提高行政效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吕高见

本报讯 5月26日中午，一
辆载有多名学生的大巴车行驶
到郑州市金水路一层石桥街交
叉口附近路段时，突然不慎撞
到一3.3米限高桥墩，车辆卡在
下面“动弹不得”，事故造成车

上4人受伤。对此，多名市民呼
吁，限高提醒的标志离限高桥
墩较近，能否设置得更加合理
些。（大河报5月28日AⅠ·11
版报道）大河报报道当天上午，
郑州市市政管理处就派工作人
员到达事发地现场进行察看，
并表示，如果限高标志确实影
响过往司机，会做出适当调整。

5月28日上午8点多，记者
再次来到金水路和石桥街交叉
口附近路段，在事发地现场，被
撞的桥墩上限高标志和反光贴
已经破损，模糊不清，两名市政
工程管理处工作人员正蹲在地
上测量限高桥墩与地面之间的
距离。

“我们将在之前那处限高

提醒标志东侧显著位置，再增
加一处限高的提醒标志。”另
外，记者从郑州市市政工程管
理处获悉，桥梁所接到大石桥
金水路一层加固钢梁被撞情况
后，立即派出技术人员到现场
察看损坏情况，并迅速安排维
修人员进行了抢修，目前被撞
损坏的限高标志牌完成修复。

核心提示“限高杆又被
撞了，附近道路堵得水泄不
通。”5月28日，有市民致电
大河报称，郑州中州大道中州
建材城附近路段一处限高杆
被撞，造成严重拥堵。附近商
户表示，大货车在此处撞坏限
高杆情况时有发生，那么，为
何此处限高杆老被撞？是什
么原因导致的？记者进行了
走访调查。

路口限高杆 为何老“受伤”
郑州市相关管理部门称提示标志莫名缺失，一些车辆违规闯禁行

管理部门将增加一处限高提醒标志

许昌专题协调
电网建设难题

5月 28日下午，记者从郑
州交警支队获悉，由于城市限
高架已经不属于交通设施，在
前期政府安排此项工作时，交
警支队已经明确表态限高架任
务不应由交警部门完善，所以
目前市区内所有的限高架、配
套限高架的提醒标志均由城管
部门设置。

此外，前期针对限高架存
在的安全隐患，交警部门也曾
建议在限高架上设置明显警示
灯具、标志牌，有条件的前段应
提前设置软性警示杆。

对此，郑州市环城快速公路

管理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工作
人员现场察看后发现，提示标志
和限高标志确实没有了，之前在
验收时各种标志都很齐全。据
其推断，可能是遭到了人为破坏
或其他原因造成缺失，下一步将
协调相关部门最近两天内安装
完毕，这些提示牌都是经过政府
部门同意的。对于市民提出的
安装更加明显的LED灯，因为目
前受到周边电源限制，没有线
路，暂时不能实现。

“3米高的车辆都能通过，
超过3米禁止通行。”上述工作
人员表示，限高杆上安装有“应

急提示灯”，和交通信号灯一
样，有红蓝的颜色，穿透力比较
强，一般两公里处都能看到，尤
其司机夜间驾驶车辆行驶时也
能清晰地看到，希望广大驾驶
员熟悉自己车辆的相关信息，
经过此处时注意安全。

据郑州交警支队一位不愿
具名的交警介绍，郑州市进入
高架桥快速发展时期，在建和
投入使用的快速路已颇具规
模，货车、大型载客汽车等车辆
违规上桥不仅会使城市快速路
的功能大打折扣，还会给自身
和其他正常同行的车辆带来安

全隐患。对违反闯禁行的车
辆，如果发现将处以罚款 100
元、驾驶证扣3分的处罚。

“广大驾驶员一定要严格遵
守交通法规。”上述交警提醒，切
勿心存侥幸，麻痹大意，一旦再
次发生车辆违反禁行规定导致
交通设施受损的，将参照故意毁
坏公共财物罪依法进行处理，造
成人员伤亡的，还将面临交通肇
事罪的严重后果，希望大家牢记
在心，避免事故的发生。

线索提供 冯先生
线索奖励100元
新闻热线 0371-96211

设置提示标志，将在最近两天安装完毕

5月 28日上午，记者来到
了事发地，此时由北向南方向
过往车辆行驶畅通，上桥口被
撞倒的限高杆也已经修复完
毕。黑黄相间的限高杆上，除
应急提示灯外，并没有任何限
高的明显提醒标志。

记者注意到，在限高杆北
侧约200米处，有两块明显的禁
行标志，一块是7点至22点，禁
止货运车辆通行；另一块是过

境车辆禁止通行。而在此限高
杆南侧约几百米，还有一处限
高杆，横跨在道路上方，同样也
没有任何的限高提醒标志。

在近半个小时的观察中，
记者注意到，在上桥口，并没有
货车或者大型客车通过限高
杆，部分高一点的公交车在到
达上桥口附近时，直接右拐到
辅路向南行驶。

据了解，国内限高杆设立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警示驾驶
员前方有障碍物限制高度（高
架桥，隧道等），此外，则以限货
车为目的。现在一些地方安装
限高设施时，考虑得不够周到，
相应的提醒标志不明显，结果
是总有事故发生。

有司机在受访时表示，除
早晨7点到晚上10点外，其余
时间货车是可以通行的，尤其
是一到深夜，或者凌晨，大客

车、大货车等车辆强行通过的
现象时有发生，这样如果驾驶
员开车不慎，就会造成事故的
发生。他们建议，能否在限高
杆附近设置限高标志，最好是
LED灯那样的，比较显眼，让驾
驶员好有个心理准备，一旦走
错车道也会有充分的时间拐至
辅路，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

没有限高提醒标志，一些车辆违规闯禁行

5月 28日早晨，市民冯先
生驾驶车辆送孩子上学，7点
半，由北向南方向行驶至中州
大道中州建材城附近路段二层
上桥口时，堵车非常严重，随后
他看到路口的限高杆被撞倒在
路上，此时交警已经到达现场，
电焊工正在作业，旁边几十米
处停放着一辆拉木板的大货
车。据他推测，可能是大货车
不慎撞到了限高杆。

“高架桥上不去了，堵了有
10多分钟。”冯先生说，以前走
高架桥也就半个小时左右能把
孩子送到学校，当天却堵了很
长时间，还好走下面才没耽误
孩子上课。冯先生告诉记者，
该路段他天天走，以前也经常
看到限高杆被撞的现象，发生
事故后就非常拥堵。

记者搜索发现，据媒体公
开报道，2015年 10月 31日早

晨，一辆白色厢式货车违反禁
令标志上桥，车头与限高杆发
生碰撞，被撞限高杆的钢梁砸
到一辆行驶中的面包车，致使
面包车司机险些身亡。去年7
月26日，一辆拉油的半挂车撞
到了限高杆，消防和交警方面
的人员赶到现场，采取临时交
通管制。去年10月16日早上6
点半，限高杆被路过的厢式货
车撞断，后方车辆排队1公里，

造成严重拥堵。
附近多名商户在受访时表

示，之所以限高杆被撞，是因为
没有明显限高提醒的标志，加
上中州大道车速都很快，很多
大货车不注意就会撞上限高
杆，导致事故的发生，希望交警
部门在限高杆附近能够设置更
加醒目的提示牌，这样才有可
能避免事故的再次发生，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

限高杆被撞倒，道路严重拥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吕高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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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维修的限高杆上面暂时还没有限高的提醒标志

“一带一路”
旅游城市
市长峰会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超

本报讯 锁定“河南时刻”，
国内外旅游城市市长畅所欲言

“旅游共享”。河南厚重的历史
文化是宝贵的旅游资源，也是
吸引世界各地旅游城市市长来
到郑州参会的重要原因。“每一
次来中国，到河南、郑州都会感
受到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
经济的发展，更有文化的传
承。”亚太旅游协会首席执行官
马里奥·哈迪在5月27日开幕
式前说道。

在“一带一路”旅游城市市
长峰会上，除主旨演讲、发布权
威报告等环节，来自郑州市、开
封市、三亚市、美国檀香山、斯
里兰卡科隆坡市等多位市长还
围绕“旅游创新，照亮城市未
来”等话题展开互动交流。

《限高标志太近 司机反应不及》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