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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河南国有企业
“三供一业”改革又有新进
展！近日，随着中讯邮电咨
询设计院有限公司（下称“中
讯院”）职工家属区1号楼的
全体居民用上市政直供的自
来水，并且开始智能化缴费，
我省驻郑央企在供水分离移
交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管道改造后，这水质越
来越好了，不见水锈了，也不
会出现洗澡上不来水的情况
了。”45岁的家属院居民王
女士告诉记者。这一改变还
要得益于中讯院“三供一
业”改造。中讯院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职工家属
区1号楼供水改造已完成施
工，实现了物业分离与自来
水公司直接计量，家属区的
供水管理职能全部移交至
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以前还要专门安排
个抄表员进户抄表，住户要
按照约定时间在家等待。供
水管理职能移交后，先进的
智能化缴费方式，让大家不
用抄表、拿起手机就能缴费
了，很方便。”该负责人说。
据了解，中讯院为我省首批
实现了供水管理职能移交的
驻郑央企之一。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此
前，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就曾
发文，要求加快推进全省国

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
业”（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
管理）等办社会职能分离移
交工作，以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支持企业脱困发展。“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是剥离
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重
要内容，有利于国有企业减
轻负担、集中精力发展主营
业务，也有利于整合资源改
造提升家属区基础设施，进
一步改善职工居住环境。

去年12月，中讯院与郑
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签订《“三供一业”供水工程
分离改造移交协议》，全面启
动了供水工程的分离移交改
造工作。在中讯院推进办组
织下，通过近4个月的进场
施工，项目全面完成了165
户居民用水、消防用水、物业
用房供水的改造工作。

本次供水改造过程中，
因原来的供水管路老化，割
接工作难度大、施工空间不
够，远远加大了施工难度，也
严重影响了供水改造项目的
工期，在中讯院和施工方的
密切配合下，施工方精简审
批流程，尽快推进了项目进
程。在供水工程改造的二次
供水环节，项目还升级采用
了紫外线消毒杀菌系统，相
比传统方式，使自来水水质
更加清洁、安全、可靠。

本报讯 前几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报道了郑州
连日降雨致经二路积水严重
的情况。金水区市政所9月
21日称，目前该路段积水问
题已经彻底解决。

郑州市金水区市政所21
日回应本报称，由于地铁五
号线施工，地下污水管网断
裂，加上近期连日降雨，雨水
长时间对路面侵蚀，以及过
往车辆的碾压，造成经二路
（红旗路至黄河路段）路面坑

洼不平，积水严重，积水面长
度近百米。

9月 19日，金水区市政
所在接到该路段积水严重，
市民通行不便的信息后，立
即与市政管理处养护一所联
系，与市政管理处养护一所
派出的专业疏通队伍配合，
将整条路段的污雨水管网进
行彻底疏通，对路面积水进
行彻底抢排。截至20日早上
7点钟左右，该路段积水问题
已经彻底解决。

据了解，今年年初金水
区市政所将该条路列入年度
中修计划，并已于今年8月份
开始实施对该路段路面的改
造工作，同时与市政工程管
理处沟通，配合解决该路段
地下污水管网断裂问题。

金水区市政所王怀奇副
所长介绍，天气晴朗时，金水
区市政所将会对整条道路路
面层进行复浇，届时，该路段
安全隐患问题将会全部解
决，市民可以放心出行。

1日、6日、7日为出行高
峰，增开6趟动卧

十一黄金周，您打算去
哪儿旅游？据郑州局集团公
司车票预售情况和客流分
析，9月30日和10月的1日、
6日、7日为黄金周运输客流
高峰期，其中直通客流呈现
两头高中间低的客流出行规
律，客流主要以旅游流、学生
流和探亲流为主，主要集中
在普速路网京广、陇海、焦柳
线和高铁路网京广、徐兰、京
沪线，发往北京、上海、深圳、
杭州、桂林、昆明、成都、贵阳
等旅游城市的列车成为热门
线路。

10月 2日，郑州局集团
公司增开直通高铁动卧列车
6趟，其中，北京西-深圳北
D901 次途经安阳东，D903
次、D909次、D927次途经郑
州东；北京西-珠海D923次
途经郑州东；北京西-昆明
南D939次途经郑州东，夜间
开行的高铁动卧列车为深
圳、珠海、昆明方向出行旅客
提供更多乘车选择。

据悉，为服务旅客出行
高峰，郑州局集团公司管内
各大火车站加大运输组织力
度，优化进站、售票、实名制
验证、安检、站台乘降、重点

旅客和应急等服务措施，加
强站车设备设施运维养护力
度，增加各大车站售票处、进
站口、乘降通道、站台服务人
员，有序引导旅客安全乘
降。同时，通过“线上线下”
官方平台预约，做好重点旅
客出行服务。

增开40对临客，包括热
门旅行城市和省内城市

为做好国庆黄金周运输
服务，该集团公司优化运力
调整，将部分郑州客运段担
当的列车改为长途套短途列
车，最大限度扩充运能。其
间，增开临客列车40对，其
中直通临客列车15对、管内
临客列车25对。

直通临客列车车次分别
为：郑州东~北京西G4568/7
次、G4566/5次，商丘~武汉
G4535/6次，郑州东~信阳东
G4533/4 次；郑州~北京西
K4080/79 次，郑州~上海
K4170/67、K4168/9次，郑州
~汉口K4861/2次，郑州（新
乡）~周口K4863/4次，周口~
郑州K4868/7次，北京西~合
肥K4159/60次，武昌~西宁
K624/1、K622/3 次，南昌~
西安 K790/1、K792/89 次，
兰 州 西（兰 州）~ 北 京 西

K4238/7 次，嘉峪关~上海
K4032/29、4030/1 次，杭州
~ 灵 宝 K4806/7、K4808/5
次。

管内临客列车车次分
别 为 ：郑 州 东 ~ 安 阳 东
G9782/1 次，郑州东~商丘
G9784/3 次，郑州东~三门
峡南 G9785/6 次；郑州东-
商丘-洛阳龙门-郑州东
G9192/3/4 次；郑州~焦作
C2996/5 次，郑州东~焦作
C2975/6 次 、C2977/8 次 ，
郑州~新郑机场 C2931/42
次 ，新 郑 机 场 ~ 宋 城 路
C2932/39 次 、C2940/41
次，宋城路~郑州东C2933/
4 次、C2935/6 次、C2937/8
次，郑州~洛阳 K5359/60
次，洛阳~商丘 K5370/69
次；灵宝-郑州 K5358 次，
郑州~洛阳K5357 次，郑州
~洛阳 K5367/8 次，安阳-
三门峡西 K5387 次、三门
峡西-新乡K5388 次，郑州
~安阳 K5372/1 次，新乡-
安阳K5364 次、安阳-商丘
K5389/92 次、商丘-新乡
K5391/90 次，郑州-晋城
K5384/1/4 次、晋城-新乡
K5383/2 次 ，安 阳 ~ 新 乡
K5363 次 ，长 治 北 ~ 新 乡
6907/6 次 延 长 至 安 阳 终
到。

认真开展惠农政策宣传

今年以来，尉氏县庄头镇财政所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按照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和县财政局工作安排，聚焦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大力宣传落实各类惠农政策，全面提升了
广大群众惠农政策的知晓率。（董俊国）

金水市政对本报报道作出回应

经二路路面层将进行复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彭飞

国庆假期期间

郑州局增开40对临客列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侯梦菲 通讯员 赵晶晶

中秋假期刚结束，国庆黄金周接力。
9月25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18年国庆黄金周

铁路运输从9月28日起至10月7日结束，为期10天，该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
客479.5万人，同比增长7.1%。

国庆黄金周期间开行临客列车的具体车次、开行日期、停靠站等信息均以中国铁路客
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或各大车站公告为准，请广大旅客关注相关车次，合理安排出行。

中讯院家属院
终于用上市政直供自来水
为我省首批实现供水移交的驻郑央企之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施工方加紧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