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20日，郑州地铁5号线
开通首日，线网总客运量108.45万人次，
其中5号线客运量18.51万人次。

换乘站中，1号线和2号线的换乘站
紫荆山站换乘客流为14.04万人次。1号
线和5号线的换乘站中郑州东站换乘客
流1.53万人次，五一公园站换乘客流2.04
万人次。2号线和5号线换乘站中，黄河
路站换乘客流2.94万人次，南五里堡站换
乘客流2.90万人次。

统计数据显示，在郑州地铁5号线开
通前，每天乘坐地铁出行的乘客数约为80
万人次，乘坐公交车出行的乘客数约为
260万人次。在郑州中心城区的公共交
通分担率上，地铁和公交车加起来约占
60%。记者注意到，在市民出行方式中，
乘坐地铁出行的乘客有显著增加的趋势，
今年4月4日，郑州地铁1号线、2号线、城
郊线的客运量达125.22万人次，就是明
证。有业内人士预测，地铁5号线开通
后，随着地铁网络的建成，乘坐地铁出行
的乘客数增加，预计两三个月后，日客流
量会超过1号线40多万人次的规模，达到
或超过每天60万人次。这样，未来的拥
挤程度预估不会亚于1号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周广现 实习生 张琼 文 记者 张琮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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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0日起，郑州
东站将新增4趟往返威海、绩溪
方向的始发高铁列车。

5月21日，记者从郑州东站
了解到，从5月20日起，郑州东
站新增往返威海、绩溪始发高铁
列车 4 趟，具体车次信息为：
G2393/2 郑州东——绩溪北、
G2391/4 绩溪北——郑州东、
G2074/5 郑 州 东 —— 威 海 、
G2076/3威海——郑州东。

据郑州东站值班站长介绍，
郑州东至绩溪北运行时长7时

54分，沿途经过武汉、景德镇、婺
源、黄山等城市；郑州东至威海
运行时长7时30分，沿途经过济
南、潍坊、烟台等旅游城市，让旅
客尽享旅途之美。

天气渐热，去往威海、黄山、
婺源等旅游城市避暑、度假的游
客会持续增多，旅客乘高铁出行
的需求将显著提升，目前，从郑
州东站去往绩溪、威海均有高铁
列车，给出行游玩的旅客提供更
为便捷的出行保障。

本报讯 豫酒振兴
又添新力量。5 月 21
日，由河南商报社与河
南省酒业协会强强联
合、联合打造的《酒业商
报》全媒体平台正式上
线。当日，主办双方在
郑州举办了新闻发布
会。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
解到，《酒业商报》在河
南商报每周二出版，还
将通过河南商报旗下
官方微信微博、河南商
报网、掌中河南APP之
酒业商报频道、微信矩
阵、河南商报第三方资
讯平台（一点号、头条
号、企鹅号、百家号）、
户外道闸、电梯横媒
体、BRT 公交站台广
告、高铁站廊柱广告
等，实现立体化传播，
内容上，将涵盖酒类生
产、流通、品牌、营销等
全产业链。

在《酒业商报》全媒
体平台上线发布会上，
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姚延岭向《酒业
商报》全媒体平台上线
表达了祝贺。他说，《酒
业商报》为豫酒转型发
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
台，河南省白酒业转型
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很高兴可以和河
南商报一起，为豫酒发
展做出努力。河南白酒
业转型发展战略实施以
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媒体可以在省内推广豫
酒，并进一步助力豫酒
走向全国。

河南省人民政府参
事肖建中表示，河南是
酒业大省，需要专业的
团队打造有深度、有厚
度的内容。祝贺《酒业
商报》全媒体平台成立，
希望这个平台能够持续

生产深度的专业内容。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

长熊玉亮说：“《酒业商
报》首先是要配合豫酒
振兴做好工作，但我们
不局限于报纸，还将通
过各种落地策划，带动
更多资源，为豫酒振兴
服务，为豫酒企业服
务。”

河南商报社负责人
指 出 ：“ 河 南 商 报 姓

‘商’，以‘城市服务资源
整合者’作为企业定位，
愿意与商协会展开合
作，酿出各种口味的‘美
酒’。”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
有来自仰韶酒业、宋河
酒业、洛阳杜康控股、宝
丰酒业、姚花春酒业、五
谷春酒业、寿酒集团、皇
沟酒业、金辉云酒货仓、
贾湖酒业、酒便利供应
链公司等河南白酒业相
关负责人近50人。

本报讯 5月21日，
记者从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了解到，“出彩河南人”
之首届最美退役军人宣
传推介活动正式启动，即
日起，我省将通过讲好退
役军人故事，树立标杆、
引领风尚，激励广大退役
军人奋发有为，争做出彩
河南人。

本次宣传推介活动
由省委宣传部、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

治工作局联合主办，时
间为 2019 年 5 月~12
月，分为推荐、初评、终
评、发布、宣传五个阶段
进行。推介的范围为全
省各行各业各领域的优
秀退役军人。其中，各
省辖市推荐上报3至5
名最美退役军人候选
人，省直有关单位择优
推荐候选人，全省共推
荐产生25名“出彩河南
人”之首届最美退役军

人。
根据活动安排，今

年“八一”前，将举办发
布仪式，对活动组委会
确定的最美退役军人进
行公开发布。此后，还
将适时举行最美退役军
人先进事迹报告会，推
动该活动进企业、进农
村、进机关、进校园、进
社区、进军营、进网站，
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
力。

5号线开通首日载客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恒

《酒业商报》全媒体平台上线
为豫酒品牌提升带来新动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首届最美退役军人
宣传推介活动启动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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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通讯员 何彬

郑州东站新增4趟往返威海、绩溪方向始发高铁列车
好消息！想去避暑更便捷了

18.51万人次

本报讯 5月21日，
作为庆祝河南日报创刊
70周年主要活动之一，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修武
文旅综合体项目正式开
工，标志着集团文旅融
合事业发展迈出新步
伐。

近年来，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加快推进高质
量发展，在巩固提升传
媒主业同时，夯基垒台、
立柱架梁，形成创意设
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
文化投资运营、教育、酒
店服务等产业板块，多
元产业有力反哺主业，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
丰收，阔步走在全国省
级党报集团第一方阵。

修武县是著名的千
年古县，以古闻名、以新
出彩，具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丰富的旅游资
源。近年来，修武县转
型升级、蓄势崛起，保持
了良好的发展态势，通
过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点燃了县域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特别是云台山
景区二次创业带动产业
转型，体验游不断升级，

“龙头带动”效益日益凸
显。“旅游+城建”“旅
游+民宿”“旅游+农业”
等也呈新兴之势，“风景
下山、旅游进城”逐渐成
为现实。

总投资 5.5 亿元的
修武文旅综合体项目，
面积达13万平方米，项
目落成后将成为修武县
标志性酒店建筑和生活
宜居社区。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负责人表示，传
媒与旅游的结合，有着

天然的优势。“传媒+旅
游”，就是“平台+风口”，
必将产生叠加效应，不
仅能助力修武打造全域
旅游新格局，也为报业
集团发展绘上出彩的一
笔。希望焦作市委市政
府和修武县一如既往关
心支持项目建设，合力
打造精品工程、样板工
程。

修武县委负责人在
致辞中说，修武文旅综
合体项目开工建设，是
修武县与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战略合作进程中的
一件盛事，也是修武县
加快“景城融合”助力

“精致城市、品质焦作”
建设的一件大事，必将
为修武文化旅游发展和
城市服务能力提升带来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学桦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修武文旅综合体项目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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