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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穿救生衣安全吗？

驾驶员
“裸驾”载客快艇黄河
“冲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趁着春光正好，出游的人
多，
黄河边快艇的生意也火了
起来。
然而，
黄河水深水大，
且水
流湍急，
快艇上的驾驶员下水
后在不穿救生衣的情况下，
载
着游客在河中央炫技，
惊险刺
激的动作，
着实让人捏把汗。
其实，有关黄河边快艇
的驾驶员或游客不穿救生衣
的 问 题，近 几 年 一 直 存 在，
仅本报就关注过多次。3 月
24 日、25 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再次对此进行了
采访。

《郑州西三环生态廊道有人毁苗木种蔬菜》后续

被毁草坪花草已补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致远 文图

快艇载客在黄河里游览

不穿救生衣载客玩惊险
3 月 24 日下午，在郑州
黄河公路大桥西侧黄河南岸
的黄河滩里，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看到，三只快艇正
在河边经营。
快艇的生意也不错。有
的一家四口，大人带着孩子
一起乘坐;有的是俩男子一
起乘坐。记者现场发现，快
艇上的乘客都穿有简易救生
衣，但驾驶员却没有穿救生
衣，快艇一下水，驾驶员还在
黄河中间炫技，玩高难度惊
险动作，这让岸边游人看得
捏了一把汗。
当现场一游客在拍快艇
在黄河里快速飞腾的场景
时，一负责快艇的男子立即
大声呵斥，禁止该游客拍照。

几年前曾有快艇遭查处
2016 年，大河报记者在走
访中就曾发现，黄河岸边乘
坐快艇的乘客大多不穿救生
衣，有游客表示“没事”，船主
称，想穿就穿，不想穿不穿。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快艇

驾驶员却满载着乘客在水面
上做急转弯和侧身等高难度
动作，引得乘客大声尖叫。
据了解，黄河岸边游艇曾
因没有要求乘客穿救生衣而
遭到主管部门查处。
据 报 道 ，2012 年 4 月 4
日，上海某旅行社携上海某
高 校 23 名 学 生 前 往 苏 州 春
游。当他们在太湖西山岛乘
快艇游览时，一艘快艇撞上
货船钢缆造成 4 死 4 伤。事
故 发 生 后 ，域 内 200 多 艘 快
艇全部停运，要进行安全监
测、整顿。当地媒体的公开
报道显示，艇上所有人都没
有穿救生衣。

交通运输部门介入调查
3 月 25 日，河南省交通
运输厅相关负责人听完记者
反映后表示，公园里坐船还
都必须穿救生衣，
“ 这方面肯
定是有严格要求的”
。
听完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反映情况后，该负责人
立即通知了省交通运输厅航
务局，
“ 航务局已通知海上执
法部门与记者联系，以便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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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准确位置进行执法。
”
随后，郑州市交通运输
局海事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说，郑州
沿黄一带片区，像邙山黄河
风景名胜区和孤柏渡景区，
是允许正规经营快艇的。经
营期间，无论是驾驶员还是
游客，
都必须穿救生衣。
有关执法监督方面，该
负责人说，县市一般都有独
立的执法部门，也就是由交
通执法人员负责。而就郑州
金水区和惠济区而言，2019
年以前是由海事部门负责这
方面的执法监督，而现在因
为机构改革，海事部门已经
撤销，执法职能并入郑州市
交通运输局执法支队，目前，
这方面工作正在交接当中。
“不穿救生衣，是很危险
的。
”该负责人说。
3 月 25 日，郑州交通运
输相关部门接反映后表示，
将依法依规介入调查。一旦
确定违反相关规定，将立即
查处。
具体调查情况如何，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将继续追
踪。

工作人员补种麦冬等绿化花草

本报讯 3 月 24 日，大河
报刊发了郑州市西三环与汝
河路交叉口东北角处，
有人毁
坏生态廊道绿化苗木，
圈占绿
地播种番茄、豆角等蔬菜一
事。当日，
中原区绿化管理所
即展开行动，铲除地面蔬菜，
补种麦冬等绿化花草。
据中原区绿化管理所的
靳国强介绍，3 月 23 日，辖区
巡防队员巡逻至事发区域，
发
现西三环环城快速路生态廊
道内，
有人在靠里侧平时无人
探访的林丛里，
铲掉原来栽种
的花草，
栽种上了蔬菜。闻听
此事后，
管理所派工作人员立
即赶到了解情况。据介绍，
今
年春节前，
该区域的花草绿地
管养良好。春节至今，
受新冠
肺炎疫情管控影响，
平日里管
护廊道的工作人员在外地老
家暂时难以返郑。管理人员
还没到岗，附近市民在家没
事，则悄悄进入生态廊道，躲
进林带后面毁坏草坪后种植
蔬菜。经初步调查，
被毁苗木
约有500平方米。
3 月 23 日下午，中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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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管理所安排人员，
从草圃
拉来生态廊道内专用麦冬栽
种，并调来浇水车，把私人小
菜园给处置掉后，
松土补种麦
冬。到 24 日下午，该区域苗
木全部补栽完毕，
“24 日夜
间，郑州又下了场小雨，这些
苗木成活率会更好”
。该所相
关人士说，待工人全部复工
后，
将安排人员加大对所有生
态廊道的日常管理，与此同
时，
会同有关部门就此次毁绿
事件进行调查，
追究毁绿者的
责任。
“郑州的美需要大家共
同努力维护。
”
靳国强说，
近几
年来，
郑州种植了很多乔木和
花草，郑州西郊不仅有植物
园，
更有四个中心沿南水北调
生态廊道等美景。现在，
西郊
开放了 8 个生态廊道及 37 个
公园，
市民出行和郊游有了好
去处，大郑州的生态美，需要
全体市民来爱护；
市民一旦发
现有人毁绿，
第一时间制止并
报 110 或 者 拨 打 城 建 热 线
12319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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