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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贾鲁河休闲时内急咋
办？只能躲灌木丛就地解决

12月27日，有郑州市民反映，
前几天天气不错，他们前往贾鲁河
散步游玩，但内急时发现附近没有
公厕，没办法只能找隐蔽的灌木丛
解决。

而有时令人尴尬的是，贾鲁河
岸边能去的灌木丛紧挨堤顶道路，
而这些道路上车来车往，有时还停
了很多车，想找个隐蔽的地方真心
不易。

“我们看贾鲁河岸边也建了一
些公厕，但何时会对外开放？”市民
提出疑问。

走访：三公里范围内，贾鲁河南
北两岸共有五大公厕

目前，贾鲁河沿岸公厕的施工
进度咋样？数量多少？分布咋样？

带着一系列问题，12月28日，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徒步六公里，
走访了贾鲁河（花园北路至文化北

路）两岸公厕情况。
在贾鲁河北岸，记者沿花园北

路向西行走。
一路走去，沿岸共三个大型公

厕，外观颜色分别是一红两白。除
此之外，还有一个小型的环保公厕。

这三座大型公厕分别坐落于花
园北路和贾鲁河交界处西300米、
西2公里、西2.5公里紧挨文化北路
的河道岸边，紧挨堤顶道路。

在简易环保公厕前，记者看到，
总共六个厕位，均处于关闭状态。

其中，这三大公厕中，中间一个
比较亮眼。

整体造型是椭圆形的设计，外
观是红木立柱的装饰，厕门和管理
间房门均是乳白色，红白相映，整体
看上去简约大气。

而随后，记者又从文化北路折
回花园北路，沿贾鲁河南岸查看，共
发现两大白色公厕。

整体上，从花园北路至文化北
路南、北岸约六公里的距离，总共分
布着6座公厕。

这些公厕基本建造完毕，装修

也已完成，公厕四周辅路也已铺设
完好，不过，洗手池的水管等都还没
有接入，有待进一步完善。

回应：郑州贾鲁河沿线公厕已
建成并装修完毕，正在逐步验
收

2020年 12月 28日，郑州市惠
济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作为行
业主管部门，他们了解到的是，这些
沿线公厕已经建成了，应该是在等
审计，“我们一直在催着建设单位，
加快推进速度，争取早一点开放。
上周五才催过一次”。

12月28日，郑州市贾鲁河综合
治理工程一期施工方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目前一期工程已全部完工，处
于分步验收阶段。一期工程也就是
贾鲁河河道建成后，河道外侧的防
汛路（即堤顶道路）上是要建公厕和
管理房等设施的。这方面的建设属
于二期工程。

那么，目前作为贾鲁河二期工
程的公厕，进度如何？

记者又联系到贾鲁河综合治理
工程惠济段（由西三环至中州大道
的惠济段）二期工程的施工负责人。

据其介绍，二期工程（即沿贾鲁
河要建的公厕和大的构筑物等）目
前都已完工并已基本装修完毕，也
正处于分步验收阶段。大型构筑
物，他们称之为一级站，是集餐饮和
娱乐为一体的，是先期验收项目。
之后是二级站、三级站等。公厕属
于三级站，“都在逐步验收当中。”

该负责人介绍，他们负责标段
的贾鲁河沿线南北两侧共建公厕16
座（西三环至中州大道），装修级别
也很高，近的大概三四百米一座，远
的不超过一公里就有一座。

该负责人说，按照要求，贾鲁河
综合治理工程整体将于2021年五
一建成开放。不过，公厕的具体开
放时间尚不确定，“作为施工方，我
们也在加紧向前推进这一工程。”

针对目前公厕的建设情况，有
市民呼吁，贾鲁河南岸三公里仅俩
公厕，数量感觉还是有点少，再多建
一些就更好了。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户籍业务，
郑州市公安局决定自2020年12月26日
起在全市各分、县(市)局指定一至两个派
出所户籍室实行“周末无休”工作模式。
这些户籍室在周末全部按照正常上班时
间和工作标准对外办公。

户口“全城通办”的19项业务包括：
出生登记(6岁以下)、夫妻投靠入户(市外
迁入)、夫妻投靠入户(市内迁移)、人才引
进入户、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入户、缴纳
社保入户、持准迁证迁出、大中专院校学
生录取迁出、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迁出、
死亡注销、入伍注销、姓名变更(14岁以
下)、副项变更更正(服务处所、文化程度、
兵役状况、血型、身高)、户口簿补发、重打
迁移证。

居民身份证的11项业务包括：本地
受理(首次、补领、换领)、各区、县(市)之
间、省内、省外的补发、换发，及临时居民
身份证的受理和居民身份证的丢失挂失
申报业务。

近日，记者从郑州市公安局获悉，无
犯罪记录证明开具正式在“郑州警民通”
上线试运营，通过手机就能办理。

从12月26日起，郑州市民从微信中
打开“郑州警民通”办理无犯罪记录证
明，通过郑州市公安局实名认证即可获
取无犯罪记录证明，凭打印码，可自行打
印，也可前往附近警务自助一体机免费
打印。

记者从郑州市公安局了解到，目前
该业务只能为郑州户籍的群众办理。非
郑州户籍群众暂时还不能通过郑州警民
通办理。

郑州居民可在
周末办户籍业务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一川
实习生 毛淑婉

贾鲁河沿岸公厕什么时候能开放？
郑州贾鲁河沿线公厕已建成并装修完毕，具体开放时间尚不确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宁田甜 实习生 张洪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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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犯罪记录证明
可在郑州警民通上
办理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一川

12月27日，有郑州市民反映，郑州市贾鲁河沿岸风景基本呈现，彩色
步道和大型浮雕墙均已完工。旖旎的贾鲁河风光吸引不少市民前往。不
过，问题来了。市民在休闲游玩时一旦内急该去哪里？贾鲁河沿线公厕建
设进度如何？数量咋样？分布位置如何？是否便民？

12月28日，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徒步六公里，现场走访观察这些公
厕的最新情况。

河北岸的环保公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