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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桥面两侧正在搭建
施工围挡

8月 31日下午3时许，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来到现
场看到，花园路贾鲁河桥的两
侧，工人们正顶着烈日，搭建施
工围挡。

其中，桥东侧围挡已基本
搭建完毕，而西侧从桥北头往
桥南头方向正在搭建围挡，还
有一段距离没有搭建完毕。其
中，固定围挡的铁架子已经安
装完毕。

据现场工人介绍，此次搭
建围挡，目的是为了加固桥体
护栏，“有的已经生锈了。至于
何时会扩宽桥面，我们也不清
楚，我们只是打工的。”

还有工人透露，“加固桥体
护栏只是前期工作，你说的扩
宽桥面那是后期的事了”。

疑问：此次施工是要干啥？

8月 31日，记者从郑州市
市政工程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处
了解到，自8月21日起，包括花
园路贾鲁河桥在内的一批路桥
将集中施工。

据了解，根据郑州市政府
城建工作安排，由郑州市市政
工程管理处组织实施的市政桥
梁维修加固及综合提升工程，
将对航海路十八里河桥、客技
路西干渠桥、城东路金水河桥、
金水路金水河桥、未来路金水
河桥、金水路高阳桥加宽段、东
明路熊耳河桥、开元路东风渠
桥、花园路贾鲁河桥、河医立交
二层进行加固提升工作。加固
维修和设施提升内容为桥梁梁
板粘贴钢板、碳布加固，桥体裂
缝修补，伸缩缝更换、桥梁支座
更换等。

工程采用夜间施工、白天
保通模式，22：00-6：00占用部

分车道施工，社会车辆从其他
车道减速通行。计划工期 20
天，自 2020 年 8 月 24 日至
2020年9月12日止。

调查：有关花园路贾鲁河
桥问题，市民曾多次呼吁

早在前几年，就有市民针
对花园路贾鲁河桥重修重建或
者扩宽问题在网上给郑州市相
关领导留言、建言。

2019年11月8日，有市民
通过人民网留言板给郑州市王
市长留言。关于花园路贾鲁河
桥拓宽或重修的建议：花园路
贾鲁河桥路面窄，桥上无非机
动车道与人行道；由于道路在
桥面突然变窄，导致交通拥堵
问题十分严重；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行人在桥面混行，十分不
安全。基于以上三点，请王市长
为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考虑，
百忙之中、实地考察，考虑拓宽
桥面或者重修花园路贾鲁河
桥。

而记者搜索发现，今年5
月，又有市民在留言板建言呼
吁：重修花园路贾鲁河桥已经
迫在眉睫！

2020年 2月 2日，针对以
上郑州市民网友的留言，郑州
市12345市长热线曾专门作出
回复。

“网友您好！您反映的问题
我们已查收，并即时转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处理落实，特将回
复结果告知如下：该处桥梁随
花园路整体规划方案已规划有
完整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
保证花园路慢行系统的贯通。
下一步将根据市政府工作安
排，统筹推进相关工作。

针对以上花园路贾鲁河桥
加固提升工作，有市民认为，小
修小补还不足以解决根本问
题，根本问题还是要尽快重修

或者重建以扩宽桥面。

追问：郑州花园路贾鲁河
大桥将来如何设计规划？

而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早
在2019年11月18日，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就曾独家报道呼吁
此事。去年11月19日，记者联
系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
关负责人，独家反映并追问有
关花园路跨贾鲁河桥有无扩宽
改造可能性。

当时，就以上问题以及该
桥将来扩宽规划的详细情况，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就曾独家回复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

那么，市民呼吁已久的花
园路贾鲁河桥究竟是在原桥基
础上扩宽还是另有设计？花园
路贾鲁河桥改造工程何时动
工？

2020年8月31日，记者从
郑州市相关部门处打探获悉，
市民关注的该桥的相关规划设
计已完成，“是在原桥两侧，再
建两座独立的专供行人和非机
动通行的桥，现有桥面作为快
车道专供机动车通行，和其他
两座桥可能会间隔一点距离，
也就是说可能将来此处总共会
有三座独立的桥。”

真的是这样吗？
2020年 9月 1日，记者又

致电郑州市惠济区住建局。该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有关
该桥的改造方案有加宽一说，
也有在其两侧各建一座专供行
人和非机动通行的设计方案，
但具体方案目前还没确定下
来，还需等市里统一安排。该桥
目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考虑
到安全问题，前段时间，该部门
还在和郑州市相关部门对接协
调。相信等方案一确定，将会很
快推进实施。

郑州花园路贾鲁河桥有施工动静了？
惠济区住建局：为安全起见桥体正加固，改造方案一旦确定将很快施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文图

郑州市花园路贾鲁河桥因修建较早，目前快车道比较窄，没有设计人行道、盲道和非机动车
道。而和它平行的文化路贾鲁河桥却相反，其人行道非常宽，且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由专门的
不锈钢护栏隔开，安全通畅。2019年11月下旬，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独家对此进行报道。

此次，记者独家从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打探出好消息，即：花园路跨贾鲁河桥未来规划
红线宽50米，郑州市相关部门将根据郑州市政府工作安排，统筹推进相关工作。

本报讯 进入9月份，
秋高气爽，天气干燥，有利
于臭氧的生成和传输。据
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预测，
未来一周我省多地有臭氧
污染风险，局地将达到中度
污染的级别。

9月1日，我省安阳、濮
阳、郑州等地出现臭氧中度
污染。

据省环境监测中心数
据，9月1日，我省大部分地
区最高气温为30℃-33℃，
安阳、鹤壁、濮阳、商丘、周
口、驻马店、信阳、南阳等地
空气质量为臭氧轻度污染
或良。

2日，全省气温依旧高
走，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30℃-34℃，郑州、许昌、漯
河、商丘、周口、驻马店、信
阳为臭氧轻度污染或良，其
它地区以良为主。

3日，全省扩散条件较
好。除商丘、周口午后出现
臭氧轻度污染风险较大外，
其它大部分地区以良为
主。由于局部风力较大，北
中部和东部应加强扬尘管
控。

4日，全省西南风，最
高气温33℃-35℃，北部地
区以及郑州有臭氧污染风
险。预计日均：北部地区以
及郑州为臭氧轻度污染或
良，其它地区以良为主。首
要污染物为臭氧或PM10。

5日-6日，全省静稳高
湿，最高气温30℃-32℃。
预计全省南部为良，其它地
区为臭氧轻度污染或良。
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7日午后，北部以及郑
州、洛阳出现臭氧轻度污染
风险较高。预计日均：北部
以及郑州、洛阳为臭氧轻度
污染或良，其它地区以良为
主。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8日，全省大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35℃左右，以西
南风为主，北中部有辐合。
午后北部和东部以及郑州、
开封出现臭氧轻度污染的
风险较高，其中焦作、郑州
甚至出现臭氧轻度至中度
污染。预计日均：焦作、郑
州为臭氧轻度或中度污染，
北部和东部地区为臭氧轻
度污染或良，其它地区以良
为主。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近期，我省北部地区和
郑州、开封、许昌等城市颗
粒物浓度上升趋势明显，早
间至上午个别时段有轻度
污染风险。省环境监测中
心建议加强企业污染源、重
型柴油货车及本地扬尘的
污染排放监管，降低颗粒物
浓度。此外，我省各地应结
合本地实际加强会商研判，
切实落实各项VOCs排放
源治理措施，加强臭氧污染
联防联控。

本报讯 立秋过后，西
风多起来；雨水更少了，天
天白日晒；夜晚更凉了，虫
声绕窗外。未来一段时间，
这样的天气还将持续，大家
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和补水。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分
析，1日8时5500米高空，
我省受西西北气流控制，河
套上游有一浅槽，短期内低
槽东移对我省北部、东部略
有影响。2日夜里到4日，
我省转受西北气流控制。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预
报，周三白天，濮阳、商丘两
地区和新乡、开封两地区东
部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阵
雨；其它地区晴天间多云。
周三夜里到3日，全省晴天
间多云。周三到周四，西风
再起。中西部、北部西北风

或偏北风4级左右，局地阵
风6到7级。4日，全省晴
天间多云。

根据郑州市气象台预
报，未来一段时间，郑州市
的天气基本都是晴天有云。
具体来说，2日，多云间晴
天,西北风转北风 3级-4
级，气温23℃-32℃。3日，
多云转晴天,西风转西北风
3 级 -4 级 ， 气 温
20℃-32℃。

4 日，郑州晴天间多
云, 西 风 3 级 -4 级 转 2
级-3级，气温20℃-32℃。
5 日，晴天转多云，气温
20℃-32℃。9月6日，郑州
多云，气温 20℃-32℃。7
日 ，晴 天 间 多 云 ，气 温
21℃-32℃。8日，晴天转多
云，气温20℃-33℃。

郑州市花园路贾鲁河桥

周三我省再度西风吹叶？
白天曝晒依旧、大家做好防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未来一周，
河南这些地区有臭氧污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