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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3.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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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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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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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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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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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黄河路商铺、上街厂地、白沙
大库出租60103052
●郑东新区商务内环旺铺招租
中储粮大厦1-3层3600㎡
临街旺铺87026151/6150景

房地产

●航空港区黄金地段，厂院10亩
门面2000平方手续齐全出售，
电话18003711111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38、13513805862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工商咨询

●代账财务咨询13592621550

公告

●郑州聚力石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

散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3MA3XBAHX88），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鸿飞家政保姆15617750052

信息窗口

●寻地产开发投资15738056033

招商

●郑州西大片荒山寻合作，交通
方便租金少50年13343783087

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杨振伟蔬菜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5
MA40R0060G)营业执照正本
丢失，声明作废。
●杨志超，男，河南省专业技
术人员任职资格证书（中级）
丢失，证书编号：C1904212
0900124，获取时间：2013年
3月20日，特此声明。
●河南祥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河南省农村信用社
印鉴卡，凭证号码：145000
135662，声明作废。
●中牟县心悦午托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22MA40HF6J14)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李兴扛新乡医学院临床医学

专业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遗失，证书编号104725201
805100593声明作废。

●李金金，女，新乡医学院三全

学院临床医学（专升本）专业

毕业证遗失，证书编号：1350
51201505127424，声明作废。

●于修省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10103MA45
MCEQ3K遗失声明作废。

●银基广场2楼2F2003陆凯凯

2017.10.1-2020.8.31年经

营保证金押金收款单收据丢

失，电脑单号：1810080400
000000001，合同号100530
9001，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

训部郑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

所，银行账号：1702021709
026780154，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4910003247102，开
户许可证丢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邙山绝缘材料厂（注

册号410108000000107）营业

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李志达郑房权证字第130107
7245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

予以补发。

转让

●土地加油站转15093293899

本报讯 5月4日，记者
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五一”小长假该
集团公司累计发送旅客
295.4万人，其中，郑州车站、
郑州东站、洛阳车站（含洛阳
龙门站）、商丘车站、南阳车
站分别发送旅客79.1万人、
59.2万人、28.5万人、23.3万
人、13.5万人，管内火车站均
为高位运营。

5月1日，该集团公司发
送旅客73.8万人，创单日发

送量新高。
假期期间，该集团公司

客流以旅游观光、探亲访友、
学生客流为主，直通客流集
中在上海、杭州、桂林、北京、
成都、西安等旅游城市，管内
客流主要以新乡、安阳、焦
作、开封、商丘、洛阳、三门峡
等城市为主，为服务旅客出
行高峰，该集团公司优化“一
日一图”运行方案，日均加开
临客列车69对，最大限度服
务旅客出行需求。

本报讯“五一”假期结
束，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全省
交通运输大数据。

据统计，全省道路运输
累计完成客运量873.47万
人次，同比（去年5月1日~4
日）下降3.4%；累计投入运
力 14.69 万辆，发放班次
32.32万次，无安全生产事
故和旅客滞留现象。

水路方面，全省水路运
输累计完成客运量40.62万
人次；累计投入运力 3824
艘，53514客位。无安全生
产事故和旅客滞留现象。

高速方面，全省高速公
路累计通行车辆 1180 万
辆，其中：小型客车1018.76
万辆，占86.63%，免征通行

费 4.24 亿元，同比（去年 5
月1日~4日）增长53%；“绿
色通道”车辆7.37万辆，免
费2827.16万元，同比（去年
5 月 1 日 ~4 日 ）增 长
16.11%。无安全生产事故
和旅客滞留现象。

今年“五一”期间，受假
期延长、旅游热度上升和天
气晴好影响，加之高速公路
对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
免收通行费的政策，郑州、洛
阳及省内旅游城市附近高速
干线、互通立交、桥隧路段、
服务区的车流量增长明显，
河南高速单日流量在假期第
一天通行318.70万辆，同比
增长16.63%，首次突破300
万辆，为历史新高。

一部手机
吃喝玩乐全覆盖

今年“五一”假期，游
客都能体验到最大的改变就
是智慧旅游带来的便捷。以
云台山、红旗渠、清明上河
园等知名 5A 级景区为例，
游客通过“一键互联，码上
入园”就能解决高峰期排长
队入园的难题，网络购票、
智能导航、智能调度等服务
相当便捷，一部手机即可实
现“吃、住、行、游、购、
娱”全方位覆盖。大河生活
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五
一”小长假期间，不少游客
还通过大河生活卡平台预约
前往部分免票景区游览观
光，对于自驾游的游客来
说，一家三口就可以节省近
300元门票费用，相当便捷
实惠。

既然有了便捷的服务，
那么智能化的调度又让广大
游客享受了哪些安全保障
呢？据云台山景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五一”假期，云台
山景区通过智慧中心将内部
交通运行网络、内部监控网
络和公安、旅游、发改、消
防等部门调度系统对接，整
体达到“一分钟响应、两分
钟调度、三分钟救援”效
果，为游客的安全出行保驾
护航。

旅游市场
“文化味儿”十足

省图书馆组织的民间版
画展、郑州绿博园举办“逐梦
新时代绿博百花嵘花展”、陈
家沟景区举办太极拳小架交
流赛、开封龙亭景区的《九帝
迎宾》《大宋代周》节目……

“五一”假期，省内多个文化场
馆、景区再次迎来大量游客，
据不完全统计，5 月 1 日~4
日，包括省文化和旅游厅直属
的省图书馆、省少儿图书馆在
内，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含
设在图书馆内的各类展馆）进
馆人数超过58万人，累计举
办活动540余场，参加读者34
万人次；包括省文化馆在内的
全省各级文化馆举办各类展
览和馆办团队惠民演出等文
化活动900余场，累计惠及群
众及游客约110万人次。记
者从嵩山少林景区了解到，小
长假期间，景区累计接待中外
游客达到25万人次，突破历
史新高。

据记者了解，“五一”假
期，全省各地民俗表演、非遗
展示、文化节庆异彩纷呈，古
镇、古村、古街、文化馆、博物
馆等游人如织，旅游市场“文
化味儿”十足。全省各大景
区、各大文化场馆纷纷推出丰
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活动，增加
游客的体验度。

自驾成主流
乡村游逐步升温

“五一”假期，因高速
免费的利好，追求怡情山
水、踏古寻幽的自驾游开始
大量出现，大批游客驾车涌
入乡村民间、城市近郊，追
忆传统记忆，体验田园生
活。据记者了解，其间，生
态游、乡村游、近郊游等自
驾短线游呈火爆趋势，嵖岈
山、白云山、老界岭等休闲
度假景区停车场“一位难
求”。另外，郑州樱桃沟、洛
阳倒盏村、新县西河古村
落、丁李湾古村落等出现游
客爆满的情况。

记者注意到，今年的
“五一”小长假，越来越多的
城市游客选择到乡村进行采
摘活动，感受记忆中的乡
情、乡音和乡愁。栾川重渡
沟、信阳郝堂村游客爆满，
樱桃沟足球小镇、鹤壁桑园
小镇等特色小镇举袖成云，
众多游客吃农家饭、购土特
产，让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
了发展乡村旅游带来的实惠。

“嵩县车村镇推出乡村
旅游网络扶贫平台，一部手
机即可实现网上推广、游客
咨询、在线导航、预订支
付、商户结算等功能，提升
了游客体验度。”嵩县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省旅游市场共接待游客3639.12万人次

陪娃畅游亲子乐园和科技馆、自驾前往乡村郊野、乘高铁穿梭于各大城市之间
……文化、旅游已然成为众多市民假期休闲的主流选择。受“五一”4天假期利好影
响，省内各大文化场馆、景区游客量激增，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五一”小
长假期间，全省旅游市场共接待游客3639.12万人次，旅游收入230.37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34.12%、38%。

据悉，省内自驾游逐渐成为出游主流，更多的游客选择“一键互联，码上入园”的
便捷服务，大大节省了游玩的等待时间，另外，文化场馆、乡村游逐渐受到游客喜爱。

河南高速单日流量首破300万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郑州铁路共发送旅客295.4万人

文化加持 小长假游客增三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通讯员 闫波董 波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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