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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郭致远

有读者询问，在刚刚
结束的2021年度郑州市
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传
出，今年要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断头路”开刀，确保
打通65条影响交通突出、
民众关注度高的次支路。
那么，这些路都叫什么名
字？分布在哪儿呢？

针对读者的反映，顶
端新闻·大河报记者了解
到，今年3月5日，在郑州
市 城 乡 建 设 局 召 开 的
2021年全市城乡建设工
作会议暨市城建局“五聚
焦五强化”教育活动推进
会上，的确传出消息称，今
年，郑州市将加快推进“一
环十横十纵”改造工程，加
快推进核心板块建设，加
快推进“断头路”打通工
程，加快推进四环线等重
大工程建设，通过建设提
速，助力郑州发展“加速
度”。

而在“断头路”打通方

面，今年重点打通群众反
映强烈、对交通影响突出
的次支路，确保今年打通
65 条，并表示用两年时
间，共计打通115条。这样
一来，以“微循环”畅通促
进主干道“大循环”。

听到此消息，家住中
原区棉纺西路与秦岭路交
叉口附近的李先生十分关
注。“棉纺路向西延伸至秦
岭路，早就应该和西三环
打通了。”李先生说，新力
电厂外迁之后，来往该区
域的运煤大货车不见了踪
迹。少了大货车来往运行，
不仅降低了噪音污染，也
使得扬尘减少了许多。从
两路口至西三环处，直线
距离1公里左右，由于前
行道路不通，从小区出门
去西三环方向，要绕行至
建设路或金水西路，非常
不方便。

其实，不仅身居“断头
路”附近的居民们希望早

日打通它们的“任督二
脉”，让区域交通畅通起
来，作为主管部门的城建
单位，更是急切地想早点
打通，让群众早点受惠。

据郑州市建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是郑州首
次“集中打包”处理全市范
围内的“断头路”。其具体
实施工作，由各个区协调
组织。打通一条“断头路”，
涉及拆迁、征地及通信电
缆、市政管网建设等多方
面，需要多个单位协调配
合。目前，各个区计划打通

“断头路”的数目、哪条路
等，尚未正式敲定，还存在
一定变数；这段时间正在
加紧统计中，待最终实施
方案确定，将通过媒体予
以告知。

这位人士说，不可否
认的是，今年计划打通65
条“断头路”的目标和决心
已定，相关部门正紧密配
合推进中。

今年郑州计划打通65条“断头路”，
它们是哪些路？分布在哪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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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雨纷纷，路
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快
要到了，一些郑州市民联
系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咨询：今年清明节能去公
墓现场祭扫吗？

对此，郑州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回应称，根据目前
的情况和上级民政部门的
通知要求，郑州市将在按照
当地疫情防控指挥机构统
一部署、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开放现场祭扫等服
务，同时，倡导民众通过网
络祭扫、鲜花祭扫、家庭追
思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树
立移风易俗新风尚。

今年春节期间，由于
全国多地散发新冠肺炎疫
情，因疫情防控需求，郑州
市民政局曾下发紧急通
知，正月初三暂停现场祭
扫。有此“先例”，部分民众
对即将到来的清明节能否
现场祭扫心里没底。

郑州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清明节期间应该不
会再下发此类暂停现场祭
扫的通知，而是会照常开
放现场祭扫。当然，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形势下，还必
须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群
众祭扫工作，民政部门会
要求各经营性公墓、殡仪
馆和殡仪服务机构适当采
取预约、错峰等措施，尽可
能降低祭扫人流密度，减
少祭扫现场人员聚集，并
严格落实祭扫场所清洁消
毒、祭扫人员体温检测、口
罩佩戴等防护防控措施，
同时，大力倡导文明低碳
祭扫方式，确保实现文明
祭扫、平安清明目标。

3月 10日，民政部就
做好2021年清明节祭扫工
作发布通知，要求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群众祭扫工

作，倡导文明低碳祭扫方
式，提升祭扫服务管理水
平，强化组织保障能力。通
知强调，当前，我国新冠肺
炎疫情总体得到有效控
制，但反弹风险丝毫不能
忽视，统筹做好清明节期
间疫情防控和群众祭扫工
作，事关社会稳定大局。各
地民政部门要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既要
毫不放松抓好殡葬领域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又要
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群众清
明节祭扫需求。

通知还指出，各殡葬
服务机构要充分考虑不同
群体特别是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遇到的困难问题，
保留电话预约、线下服务
等传统模式，设立绿色便
捷通道，保障特殊群体祭
扫需求。

此外，要求祭扫服务
机构要积极创建“无烟陵
园”，多组织开展“鲜花换
纸钱”、“丝带寄哀思”、“时
空信箱”等活动，引导群众
选择文明低碳祭扫方式，
抵制低俗祭祀用品和迷信
行为。要将组织祭扫活动
与传播清明节优秀传统文
化相衔接，鼓励引导群众
选择植树绿化、踏青遥祭、
经典诵读等方式缅怀逝
者，不断丰富清明节日内
涵。要引导群众将追思缅
怀逝者与弘扬优良家教家
风有机结合起来，由实地
实物祭扫转移到对逝者的
精神文化传承上来。要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村
（居）委会、红白理事会等
组织作用，强化党员干部
模范带头作用，带动群众
自觉参与文明低碳祭扫，
推动丧葬礼俗改革，助力
乡村振兴和社会文明进
步。

清明郑州会开放现场祭扫吗？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蔡君彦

有市民反映，位于郑
州东区白沙镇郑东新世界
北门旁的中原大道已经烂
尾好多年，至今仍未修好，
给小区居民的出行带来很
大不便。

据了解，中原大道是
郑州市东西向一条连接西
四环与京港澳高速的重要
城市道路，横贯中心城区。
该轴线向西延伸可达洛
阳，向东延伸衔接开封。规
划范围西至绕城高速，东
至京港澳高速，道路总长
约32公里。

2015 年 10月 26日，
在郑东新区举行的40个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中，“中
原大道”项目最引人关注。

这是因为，按照官方的说
法，中原大道作为东西向
的城市主干路，也是“郑汴
一体化”的一条城市主干
道，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郑
州与开封又一条主要通
道。在当天的开工仪式上，
郑东新区建设环保局的有
关人士透露，此次开工的
中原大道，位于郑汴物流
通道南侧，310国道（老郑
汴路）北侧，西起郑信路，
东至万三路，全长 6701
米，红线宽60米，双向八
车道。按照计划，中原大道
将于2017年完工通车。该
条道路通车后，将与设计
规划中的中原大道市区段
（中原路、东大街、西大街、

郑汴路、商都路）相连接。
原计划 2017 年要建

成通车的中原大道，为何
位于郑东新区白沙镇的部
分路段至今没修通呢？记
者就此事采访了白沙镇政
府企业办的相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说，中原大道敬
业路口西侧路段没有修通
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前
期的施工过程中，因工程
款没有及时到位造成工期
拖延；二是拆迁过程中，
与两家拆迁户未达成拆迁
协议，导致施工无法正常
推进。为了加快施工进
度，镇里一直在做协调工
作。目前，各项工作都在
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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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信息窗口

●钢筋混凝土房适用于办公楼、
教学楼、宿舍楼、门面房、农
贸市场、养老院,经济实用,
方便快捷贾经理18603822102

家政服务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声明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士
王沙沙身份证号4105041989
10050521编码为2013410023
22的护士执业证丢失声明作废。
●郝新英位于荥阳市演武路与
广武路交叉口东段北侧弘嘉
阳光苑6号楼1单元401荥1501
166968号所有权证声明遗失。

●郑州立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公章（编码4101040030
619）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豫益轩商贸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4
910040890201声明作废。
●赵树桥坐落于巩县县城建设
路1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巩城
私字第1775号)丢失声明作废。
●汪红帅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遗失，证号4102251983020
15816声明作废。
●父亲刘荣强，母亲：宋新瑞
之女刘雨虹《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 ,出生证编号：410373249,
声明作废。

●杨亚伟坐落于巩义市滨河路
22号3号楼附6号房产的房屋
所有权证（产权证号：巩12
01029169）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938986，姓名
为李沐言，出生日期为2017
年8月30号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王家小五餐饮
康复前街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410103MA9FBFLCXT，声明作废。
●勾英博遗失河南应用技术职
业学院第三方就业协议，学
号201801010123,声明作废。

●河南天趣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合同专用章丢失，特此
声明作废。

公告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长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部财富投资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史群与你方
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2020)
郑仲案字第0736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
委(2020)郑仲裁字第0736号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
即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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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