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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天，河医立交转盘下扩了一条路
原本时常堵塞的城市“动脉”实现了行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分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帅 实习生 陈婷婷 文图

短短 28 天的施工，
河医转盘周边扩宽了一
条道路，安装了硬隔离
护栏，增设了安全的非
机动车道，新建了两座
新 的 公 交 港 湾 …… 虽
然，这些工程听起来并
不是很复杂，但所有新
建和改建工程项目加在
一起，却实现了河医转
盘这个原本时常堵塞的
城市“动脉”得以“大疏
通”。11 月 7 日晚上，记
者从郑州市市政工程管
理处获悉，该处于 11 月
7 日圆满完成河医转盘
区域交通秩序综合治理
道路施工工作。借用一
位受访市民的话，
“河医
转盘变
‘宽’了”。

11月8日起
三门峡天鹅湖景区免门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王琛瑶

河医立交转盘下的道路实现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分流

本报讯 11 月 8 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三门峡
市天鹅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
公 司 了 解 到 ，经 上 级 部 门 批
准，三门峡天鹅湖景区决定从
即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
向所有游客实施免费门票政
策（临时性活动及后期增加的
旅游项目除外）。
据了解，为保护白天鹅栖
息环境，经核算，天鹅湖景区
日最大承载量为 1.8 万人，景

区将因此推行预约入园政
策。三门峡本地游客持身份
证可直接入园；外地游客需通
过网络和现场两种方式预约，
具体预约方式、流程、时间将
另行通知。
通过预约可享受观光车
票优惠、免费门票和免费观看
3D 影视厅天鹅电影。另外，
景区内观光车站点恢复正常
运营，全程票价 20 元，预约可
享受优惠。

宽敞的五车道
不一样的驱车体验
11 月 8 日中午，记者驱
车赶到现场。当汽车随着车
流从河医立交金水路桥驶入
河医转盘后，原本十分拥堵
的交通情况已不见了踪影，
转盘周围干净整齐的白色标
识线和斑马线，实现了行人、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人车分
流，道路也变得非常通畅。
在河医转盘西南角处，
是建设路由西向东方向的车
道，5 个车道连成一排的宽度
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就连几
辆大型公交车和多辆私家车
同时经过，也没有发生拥堵，
很难想象，如此宽敞的道路
仅是一条单向道路。在该道
路南侧的路边，建有一座长
长的公交港湾，可容纳四五
辆大型公交车轻轻松松排队
进站，公交港湾的南侧是一
条单独的非机动车道，再往
南则是一排安装好的护栏，
将行人和非机动车分流通
行。
在河医转盘西侧，有一
个小型的三角公园，其北侧
是棉纺路，南侧是建设路由
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公园南
侧铺设了平整的非机动车道
和人行道，一条白色的标识
线将沥青路边的非机动车道
和地砖铺设的人行道给隔
开，黄色的盲道笔直地镶嵌
在人行道中。同时，此处还
有一个十分精心的设计，因
棉纺路机动车道较为狭窄，
为了保障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通行，不再发生拥堵，施工人
员非常巧妙地在小公园南侧
棉纺路人行道边设计了一条
斑马线，将行人从斑马线上
引流从小公园南侧的人行道
上安全通行……

119 消防宣传月
阳台晒被子着火，
楼上 9 户成被告
人行道也变得宽阔、
平整。

施工中有付出、有收获
交警、办事处共点赞
“我们是以在心脏上做
手术的管理技能，成功打通
了城市核心拥堵区域脉络！”
现场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应急协调指挥中心主任穆林
告诉记者，接到市委、市政府
部署的任务后，他们严格按
照“八个百分之百”防尘治理
标准开展施工，所有干部职
工都吃住在工地，充分利用
有效施工天气保质推进，以
小时为单位进行组织施工。
穆林告诉记者，项目施工单
位市政工程管理处所属市政
维护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许
志勇，为了道路施工按期完
工，日夜奔波在工地因疲劳
引发心脏突发不适，幸好 120
及时赶到，医生说算是捡了
一条命，可短暂治疗后，许志
勇在出院当晚又回到繁忙的
工地指挥施工。
随后，记者从郑州市交
警三大队大队长王金龙处获
悉，河医转盘周边区域每天
的人流量有 5 万人左右，每
天最少有 2 万辆车要从此经
过，尤其是高阳桥向南方向、
建设东路东西双向、大学路
由南向北方向，中原路由东
向西方向是经常发生拥堵的
关键点，尽管他们每天指挥
疏导，但临时停靠的车辆仍
不时引发道路拥堵。这次道
路交通整治施工的成功，对

他们今后的管理工作有很大
的帮助。
郑州市二七区五里堡办
事处楚振海主任告诉记者，
之前，为了交通治理，他们组
织人员 24 小时不停地清理
占道商贩和自行车电动车，
但清理完一波又来一波，他
们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是身心
疲惫。这次道路安装了硬隔
离设施，车辆行人各行其道，
完全改善了交通环境，他们
非常感谢市政职工辛苦的劳
动！

市民为“硬件”点赞
希望加强“软件”管理
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
河医转盘周边交通综合整治
后，交通情况的确发生了大
变样，道路也比以前更加宽
敞、合理，他们都非常高兴。
还有部分市民表示，道路施
工“硬件”改善了，希望交通
秩 序 的“ 软 件 ”管 理 也 能 跟
上，让行人、机动车、非机动
车能各行其道。
一位临街店铺的店主
说，交通环境改善后，他们也
非常高兴，因为门前不堵了，
行人也能走进护栏里边的人
行道上，他们的生意也比以
前好多了。但他希望交警部
门能够加强管理，让交通变
得更加有序，别让改造后宽
敞的道路，仍呈现原先人车
混行的状况。

预防烟头火灾，
谨记
“三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高空抛物新闻报道过不
少，有从楼上抛垃圾的、有抛
砖 头 的 ，甚 至 还 有 抛 自 行 车
的。殊不知，高空抛下一个小
小烟头却引发了一场官司。
今年 7 月 11 日江苏省南
京市溧水区法院就开庭审理
了这样一起纠纷：六楼住户晒
在外面的被子着火了，火一直
烧到了家里，找谁谁不应，没
办法，只好把楼上的 9 名住户
全部告上法庭。最终，消防部
门判定王先生损失金额为 2.5
万元，物业公司对原告的损失
承 担 15% 的 赔 偿 责 任 ，除
702、1101 室业主之外的其他
被告承担 55%的赔偿责任，并
按照公平原则平均负担，即每
人补偿原告 1964 元。
法院判决，除楼上 702 户
和 1101 户，均举证证明失火
时确实无人在家，不用承担赔
偿责任外，其余 7 户业主均需
承担补偿责任。而原告王先
生本人由于违背公约私搭晾
衣架，
则要承担 30%的责任。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
的烟头，却是引发火灾的“凶
手”
之一。
2018 年 7 月 12 日 下 午
15 时许，深圳公明田寮村的
一仓库着火。后经民警仔细
勘察分析，发现监控视频中曾
有一名男子在火灾发生的墙
外驻足，同时还有一个朝墙内

丢东西的动作。最终发现男
子丢弃的小东西竟然是一个
烟头，而且在男子丢完烟头后
一小会儿，火灾现场就有浓烟
冒起。民警立即对该男子进
行追踪，最终于 7 月 20 日中午
将嫌疑男子抓获归案。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东北
大学家属楼发生火灾，后经调
查表明起火原因就是因为该
楼一单元的楼道堆有杂物，其
中拥有大量的可燃物质，过往
居民吸烟过后将烟头随意丢
弃引燃了楼道中的可燃物质，
最终造成 6 人死亡，财物损失
严重。
消防人士提醒，预防烟头
火灾谨记“三不”。不可随意
丢弃，不可随手将未掐灭的烟
头丢弃于路边，更不能将未熄
灭的烟头扔进路边垃圾桶，公
共场合人来人往，消防安全不
可忽视；不可卧床吸烟，在床
上、沙发上吸烟，未熄灭的火
柴、烟头及烟灰一旦掉落在被
褥、衣服或沙发上，极易引发
火灾，因此，不能躺在床上或
沙发上吸烟，不乱丢烟头和火
柴梗，不乱磕烟灰，更不要将
燃着的烟头随处乱放；不可随
意乱放，吸烟时不要将香烟随
手乱放，吸完烟后，一定要将
烟头完全掐灭，确定熄灭后放
到烟灰缸或金属、玻璃等不易
燃器具内，
不要随意乱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