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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企业车辆发生事故，
所属企业负责人也要受“牵
连”，甚至还要负法律责任。9
月23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召开9月份高风险运输企业约
谈会，其中通报了4起交通事
故案例。同时，通报了全省18
家高风险运输企业“黑榜”名
单及违法原因,7人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被刑拘。

据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副
总队长李万新介绍，被曝光的

“黑榜”运输企业存在共同的
问题：逾期未检验车辆多、未
报废车辆多、违法未处理车辆
多，这些问题导致上述运输企
业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另外,据统计，9月1日至
9月20日，全省共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906409起，其中高速公
路现场查处违法39023起，国
道现场查处违法144670起；查
处酒驾8026起，醉驾662起，

“三超一疲劳”15057起。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

负责人表示，全省交警将持续
开展“五大曝光”行动，即突出
违法车辆曝光、典型事故案例
曝光、事故多发路段曝光、高
危风险运输企业曝光和终身
禁驾名单曝光。

下一步，全省交警将围绕
攻坚战的工作部署，扎实开展
以下工作。始终保持路面严
管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酒驾
醉驾、农村面包车整治等集中
行动和“逢五”“逢十”统一行

动，依法严查严处酒驾醉驾等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加快推进
警保合作劝导站建设，全面发
挥“两站两员”作用，推动“千
灯万带”工程建设，补齐农村
道路管理短板；加强部门间的
协作配合，推动相关部门在

“两客一危”车辆管理、隐患路
段排查治理等工作中形成工
作合力，切实把住源头管理的
重要环节。

另外,9月 23日上午，郑
州市交警支队联合市运管局，
召开9月份交通安全高风险运
输企业约谈会，将14家安全
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混
乱，隐患较多，风险较大的运
输企业列为9月份道路交通安

全“黑榜”企业予以集中约谈、
曝光。

郑州建华投递有限公司
共有10台重型厢式货车，其
中3台车辆违法未处理，2台
车辆逾期未检验；郑州海燕货
运有限公司共有129台重型
自卸半挂车，其中36台车辆
逾期未检验；河南鑫海交通运
输有限公司车辆均为挂靠车
辆，公司安全管理混乱，多台
车辆失联，共有125台运输车
辆，违法未处理车辆41台，逾
期未报废车辆9台，逾期未检
验19台；以及其他等14家因
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
理混乱，隐患较多，风险较大
的运输企业被列入“黑榜”。

市政道路犹如一座城
市的脉络，它的通畅与清
爽，代表了城市的颜值与品
位。近几年，郑州市花大力
气对市内道路进行了整修、
改造，不少道路告别坑洼，
面目一新。

有一组数字表明，近几
年郑州市政道路整修改造
的步伐从未停止：2017年，
郑州市内近700条道路实
施了不同程度的整修；
2018年，郑州对东明路、紫
荆山路等130条城市道路、
11处道路病害实施了大中
小修；2019年，在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来临前，郑州1000多
条道路纳入了整治范围。

比如郑州的东明路，曾
经坑洼不平，多处破损严
重，车辆走到上面经常会

“跳舞”。从去年4月开始，
郑州市城管部门启动对东
明路的大修，并于去年底通
车。如今的东明路，道路平
整，标线清晰，人行道与车
行道分离有序，颜值比以前
大幅提升。郑州市城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东明路的
货站街至丰产路段全长5.1
公里，大修后的道路红线宽
25米，达到双向四车道标
准，道路全面积翻新，局部

进行了拓宽，部分路口进一
步拓宽渠化，有效增强了路
口的通行能力。

目前，郑州正在全面推
进市政道路设施的升级改
造。在道路整修方面，目前
已超额完成整修任务，累计
完成中修道路86条、334.8
万平方米，占总任务量的
107.1%；小修道路 98.6 万
平方米，占总任务量的
159.6%，并在大力推进“一
环十纵十横”示范街道整治
提质工程，绿化提质已完成
进度85.1%，道路维修完成
进度达到96.36%。

此外，在道路市政设施
的管养方面，郑州市城管局
采取夜间施工、白天保通同
时进行，全面推进道路中小
修工作开展。为畅通出行、
保障安全，郑州市城管局统
筹开展了37条道路中修工
程，每日高标准完成道路小
修2000平方米。同时，郑
州市城管局抽调专业技术
人员组成巡检小组，对道路
问题登记备案，督促责任单
位严格按照国家标准与《郑
州市城市道路整修技术指
引》限时完成修复工作，实
现窨井、雨水箅子、通信线
缆箱体等道路设施管养工
作的动态化。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丰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形式，9月
22日上午，濮阳市消防救
援支队举行升国旗仪式，李
涛政委、全体党委常委以及
部分基层大中队指战员共
计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早 7 时，活动正式开
始。15名国旗护卫队员护
卫着国旗，迎着秋日的朝阳

正步走来，火焰蓝与国旗红
交相辉映，显得格外美丽。
伴随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
曲》，擎旗手奋力挥动手臂，
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
所有人员庄严敬礼，注视着
国旗缓缓升至杆顶。

李涛政委代表支队党
委发表了讲话，要求大家以
此次升国旗活动为契机，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逢五”“逢十”统一行动查酒驾
省公安厅通报18家高风险运输企业“黑榜”名单 7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郭兵 通讯员 李楠

郑州市交警支队联合市运管局，召开9月份交通安全高风险运输企业约
谈会。记者 郭兵 通讯员 李楠 摄影

濮阳市消防救援支队
举行升国旗仪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启松
通讯员 李占会 姚更新

【聚焦郑州之变·2】

郑州市政道路整修
更加精细化
□策划：热线互动调查部
□执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悦生

9月23日晚，河南省污染
防治攻坚办发布《关于在全省
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及以上
预警的通知》（豫环攻坚办
〔2019〕106号），要求各省辖
市根据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
报情况，于9月24日 12时及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及以
上级别预警，提前采取管控措
施。

根据《通知》，受区域静
稳、逆温及高温等不利气象因
素综合影响，预计2019年9月
24日至30日，河南省大部分
地区将出现一次中至重度污
染天气过程。其中，9月24日
至 26日，北部地区可能出现
PM2.5 及臭氧中度污染，西

部、东部将出现轻度污染过
程，大部分地区午后均将有臭
氧污染；9月27日至30日，中
北部和西部凌晨将出现中度
污染过程，东南部有轻度污染
过程，午后大部分地区有臭氧
污染。10月1日至2日，受冷
空气前锋污染聚集增长和传
输的共同影响，全省自北向南
将可能出现PM2.5中度污染
过程，京广线及以东地区可能
出现部分时段重度污染。

《通知》要求，各省辖市应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
情况，按照区域应急联动要
求，于9月24日 12时及时启
动重污染天气橙色及以上级
别预警，提前采取管控措施。

预警期间，各省辖市可结
合本地大气环境管理实际，进
一步强化对工业源（有关民生
保障类企业除外）、扬尘源、移
动源污染管控，积极有效应
对，强化监督执法，确保各项
应急管控措施落实到位。

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将加
大督导暗访检查力度，根据各
地上报新调整的重污染天气
应急减排清单以及重点污染
源在线监控、管控企业用电量
情况，重点督促落实各项应急
减排措施。同时，将每天组织
环境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会商，
密切跟踪管控后的环境空气
质量变化形势，及时指导各地
开展应急应对工作。

今起未来一周河南有中至重度污染
各省辖市于24日12时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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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干线公路养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干线公路养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现公开

招聘5名专业技术人员。
招聘岗位基本条件：
（1）路桥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2）年龄40岁以下，具有一定专业技术能力和工程施工养护管理能力；
（3）具有工程师职称且持有公路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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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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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交投服务区直属分公司2019年企业路段、高发服务区管理
分公司2019年事业路段服务区防雷检测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交投服务区直属分公司与高发服务区管理分公司同时委托河南高
速公路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对以上两个路段服务区的防雷检测服务项目
进行国内公开招标，现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单位参加谈判。具体报名及
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内容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省电子招标
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招标联系事项：
采购人：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直属分公司
联系地址：郑州市中原路93号17楼1713房间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371-86549310
代理机构：河南高速公路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淮河东路41号
联系人：夏女士 电话：0371-61285916 邮箱：hngszx2020@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