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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林 丁新科

从6月5日晚持续到次日凌晨的一场大雨，
又让郑州人望“洋”兴叹。大大小小的积水点在
滂沱大雨中纷纷“冒出”，车辆滞行，路人阻步。
直至6日上午，消退迟缓的积水仍旧阻碍着城市
交通的运转。人们不禁感叹：郑州，何时可以不
再“看海”？

大雨浸城市民被困

6月 5日夜间，郑州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局
部遭遇暴雨天气。据气象部门统计，自5日20
时至6日1时，郑州市部分监测站得到的降雨数
据 为 ：市 政 府 监 测 点 42mm、47 中 监 测 点
81.8mm、CBD监测点123.7mm……

尽管降雨中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派出16支抢
险队伍、512名抢险人员，及时清除窨井箅子上
的杂物加速排水，开动24座下穿立交泵站马达
抽水不停，但城市路面“海景”不断的情形仍然
打乱了不少市民的生活秩序。

“路上到处都是水，在微信上看到的图片，车
子都堵成了长龙，滴滴、易到都叫不到车，只好在
单位凑合了一宿。”在农业路上班的李先生感到
十分无奈，“一场雨，折腾得连家都回不去了！”

5日晚，在距离郑州航院不远的地方，6名学
生被齐腰深的水困住，在一辆途经此地的Y817
路公交车上待到次日凌晨近1点才赶回学校。

严重积水缘由何在

截至6日12时，一份来自城市管理部门的
统计显示，此次强降水中，除之前曾排查出的43
处防汛隐患点有5处出现积水外，还分别在金水
路未来路口、经三路丰产路口、经三路红专路西
北角等处出现了14处新的积水点。

此外，大雨造成郑州翠花路立交、陇海立
交、化工路立交、黄河路下穿中州大道匝道等4
处地点积水超过30厘米，被迫封闭断行；同时，
市内还有7处道路塌陷面积超过10平方米，车
辆禁行。

为何一场大雨，令“海景”频现、行人无奈、
城市受伤？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解释，由于
郑州在建道路项目和工程项目较多，如陇海高
架、紫荆山下穿、地铁项目施工、南水北调工程
等，不少项目工地附近的雨污水管网等配套设
施尚不能对接，这是造成积水隐患的主要原因
之一。

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冯德显认为，城
市进入建设高峰期，大批在建开工项目造成雨
水“流不快、咽不尽”的情况并非只发生在郑州，
这是大多数发展爬坡阶段的二、三线城市所面
临的共性问题，所以一方面要理性面对，另一方
面需要积极应对。

何时不再城中看“海”

据悉，针对此次出现的积水点，防汛部门已
开始查找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协同责任单
位、市政部门、辖区政府、交警部门，尽快消除积
水影响。另外，相关部门也开通了微信平台，通
过网络快速传递积水点抢修与道路通行情况，
以方便市民参考与出行。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郑州还可能出
现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随着汛期将
至，省会将面临更严峻的雨水考验。今年夏天，
能否不让郑州人再“看海”？

对此，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也很无
奈。“城市积水问题的解决在客观上没有绝对完
结的时刻表，它伴生于城市建设的全过程，但日
益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将会采取多种措施将积水
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位负责人说。②7

本报讯（记者 栾姗）我修管廊，你用管廊，
咋定价？6月6日，省发改委、省住建厅联合出
台《关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管廊有偿使用费由管廊
建设运营单位与入廊管线单位共同协商确定，
实行市场调节价。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是指在城市地下用于集
中敷设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给水、排水、热力、
燃气等市政管线的公共管廊。到2020年，我省
力争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1000公里以
上，明显改善反复开挖地面的“马路拉链”问题。

《意见》要求，暂不具备供需双方协商定价
条件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可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由所在地城市人
民政府确定，并列入地方定价目录，明确价格管
理形式、定价部门。列入地方定价目录的，制
定、调整城市地下综合管网有偿使用费标准，应
依法履行程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据了解，郑州市是全国地下综合管廊试点
城市，今年将开建8个地下综合管廊项目，2018
年底前公布地下综合管廊市场调节价。《意见》
要求，各级价格、住建部门既要加快推进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有偿收费使用制度的实施，又要注
意切实减轻企业不合理负担。③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高考舞弊首次入刑，我省首次实行“无
声考场”，今年高考被称“史上最严”。6月6
日下午，郑州市47中考点，考前“踩场”、参加

“无声考场”演练的考生们紧张有序地排队
入场。指纹验证、金属探测仪对全身进行细
致检查、正面拍照“三通过”后方许入场，每
位考生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

记者看到，在郑州市47中考点，考生大
都准备充分，轻松通过了检查。但也有极个
别考生因为鞋子有金属物质引起探测仪报
警，老师提醒他明天一定要穿“0”金属服
装。“从现场情况看，学校对考生的考前培训
比较到位，考生准备得也比较充分，演练还
是比较顺利的。”47中副主考栗红涛说。

顺利通过检查的小王同学穿得简洁又
好看，她自信地告诉记者：“妈妈早就为我准
备好了这身运动服，鞋子也是专门为高考买
的没有一点装饰的布鞋。从衣服到高考线
路规划，从饮食到心态，从之前的熬夜苦读
到考前最后一个周末的放松减压，迎接高
考，我们都准备好了！”

小王的妈妈李女士专门开车送女儿来
“踩场”。演练通过，她高兴地拍了拍女儿的
肩膀：“明天轻松上阵，宝贝！”

家有考生，李女士这些天过得其实并不
轻松。了解招生政策、结合孩子兴趣和就业
前景选择专业、为孩子合理搭配饮食、调整
自己和孩子的考前心态，件件都是大事儿。
李女士说：“我们当然希望孩子能考上好大
学，但只有考上好大学才有好出路的年代早
都过去了。高考只是人生无数场考试中的
一场，孩子只要能正常发挥就好。做家长的
其实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积极健康的心态、
面对挫折的勇气和感悟幸福的能力。”②40

□王昺南

今天，全社会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那些为

青春和梦想而努力拼搏的年轻人身上。

2016年高考走来了！

十多年的辛勤耕耘，十多年的汗水泪

水，终要接受一次十分企盼而又让人万分焦

灼的检验。家长们从高考房到营养餐做好

万全准备，政府部门更是全力以赴保驾护

航：环保部门严格监测各考点噪音，交警部

门建立高考“绿色通道”……各种技术手段

齐上阵带来史上“最严高考”。

面对一场关乎前途的考试，在竞争如此

激烈的环境下，考生和家长的紧张和焦灼是

难免的。适度的紧张，就像演奏前把琴弦调

得恰到好处。但如果过度，就像把琴弦调得

太紧，很难奏出悦耳的琴音。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高考只是人生

中一场特殊的考试，它关乎命运，但并不决

定命运。通过高考并不等于拿到了人生的

“成功券”，青春的梦想还有很多实现的可

能。如何保持一颗平常心，让考生轻装上阵

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考生，要保持好的心态，相信只要

付出就会有收获。只有努力了，才能不留遗

憾。把高考当做自己的“成人礼”，让竞争和

压力见证成长。作为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寄

予厚望，无可厚非，但不可过度焦虑、战战兢

兢，应该跟孩子一起给高考做“减法”。

从家长到社会，我们能给考生的最好的

关怀，也许就是“一切如常”，默默守候，静待

花开！②40

本报讯（记者 李林）6月 7日、8
日高考期间，郑州市交通运输行业
中的地铁、公交、出租车“齐上阵”，
推出多种便利措施，保障考生及家
长顺利出行。

高考考生及陪同家人（每名考
生可带两名）可凭准考证到郑州地
铁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爱心票，免费
乘坐地铁。各车站在车站两端出站
闸机处专门设置1组闸机为考生绿
色通道，以方便考生快速出站。

同时，郑州地铁在离高招考点
近的12个车站免费提供清凉油等备
考物资。这12个车站分别为西流湖
站、西三环站、秦岭路站、桐柏路站、
绿城广场站、医学院站、郑州火车站、
二七广场站、人民路站、紫荆山站、会

展中心站、黄河南路站。
郑州市客运管理处组织出租车

公司、出租车协会发动行业优秀司
机、雷锋车队的2000台出租车参与
爱心送考活动，以绿丝带或者黄丝
带作为标志，考生及家长凭准考证
可免费乘坐。

郑州市公交总公司也对市区公
交主干线路加大运力投放，缩短发
车间隔，尤其是对途经考点的公交
线路进行车次加密，日平均增加
2719车次，运力增加8%，两天计划
共增加5438车次。同时，考生可凭
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常规公交线
路。如遇随身物品遗忘在公交车
上 ，可 拨 打 郑 州 公 交 客 服 电 话
63881333进行查找。②40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 月 6
日，省公安厅发布消息,高考期间，
全省公安机关要加强考点周边治安
秩序整治，并推出服务高考各项举
措，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公安机关
要在每个考点设立勤务室，配备必
要警力，维护考点及周边治安秩序；
组织派出所、特巡警等警种力量，加
强对各考点的备勤和执勤巡逻，及
时发现并妥善处理涉及安全的隐
患；消防部门对各考点、考场、试卷
存放场所进行消防安全大检查，督
促落实防火安全措施。

各地公安机关要加大考试期间
道路交通秩序治理力度，制订科学
的交通疏导方案，为押运试卷和接
送考生的车辆提供通行方便。在考
场周边增加警力，并根据考试前后
的车流、人流高峰期等现场情况，对
考点周边道路实行临时性交通管制
或分流疏导。各地公安机关联合教
育部门建立网上巡查值班，及时发
现、处置网上违法违规及虚假“助
考”以及有关高考的谣言等信息。

高考期间，对需要加急办理居
民身份证的考生，派出所户籍部门
要优先处理、优先制证。②40

关注2016高考

我省地下综合管廊
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建设单位与入廊单位协商定价

大雨过后 望“洋”兴叹

郑州何时
不再“看海”高考，我们准备好了

静待花开

评论

全省公安机关为高考护航

城市交通全力送考

安保

□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6月 6日下午，全省高考考点向考生开放，考生或者结
伴，或者在父母陪伴下来到考点看考场。⑨2

图①进行试听，不少考生表现出信心。
图②考生进入教室需要用检测仪检查。
图③今年考生进考场，需要先验证指纹再进行拍照识别。

交通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时隔6年，“蒜你狠”卷土重来。
去年冬季开始大蒜价格一路上行，到
今年春天，全国各地蒜价屡创新高，每
斤10元以上的价格在很多地方出现，
大大超越2010年每斤6.4元的历史
最高值。今年5月，随着新蒜上市，蒜
价有所回落，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大蒜
价格仍处在高位。

蒜价高了，蒜农赚钱，经销商也赚
钱。但是，其中蕴藏的风险不能不
防。今年蒜价为何又节节攀升？未来
大蒜价格会如何走？面对蒜价“过山
车”，蒜农如何规避风险？

蒜价屡创新高

6月 2日，记者到郑州市经三路

世纪联华超市，看到零售的老蒜蒜
价是每公斤 13.7 元，合每斤 6.85
元。

老蒜贵，新蒜也比往年贵。在
中牟县一个菜市场，一位摊主卖的
半干新蒜是每斤5元。

在田间地头，大蒜的价格比往
年也翻了一番。去年经销商到地头
收蒜，湿蒜最高价是每斤 1.5元，今
年一开始湿蒜价格就涨到每斤2元
左右，如今已经超过3元。这是过去
从没有过的。

今年蒜价为什么这么高？中牟
县冷藏协会会长刘少臣分析说，一
是前几年种蒜一直不赚钱，或赚钱
少，很多农民不种了；二是去年冬季
的一场大雪，以及后来的寒冷天气，
造成今年大蒜普遍减产，估计减产
幅度在30%左右。

蒜农蒜商赚得盆满钵满

48岁的毛益民是中牟县大孟镇
小毛庄村人，他种了5亩蒜，今年亩
产约2000斤。按照今年的价格，每
亩地可收入6000元以上。

毛益民的大蒜至今仍在自家院
内晾晒，没有出售。他说：“估计价
格还会涨。”

在中牟、杞县等地，像毛益民这
样惜售的蒜农比比皆是。

蒜农挣钱了，很多经销商更是
大赚一把。42岁的王小军是黑龙江
省绥棱县人，从来没做过大蒜生
意。他在网上看到今年大蒜价格涨
幅大，便直接来到中牟，收了100吨
蒜，晾晒半干后快速转卖出手，10多
天就赚了4万多元。

像王小军这样的新手，短时间就
赚这么多，那些数十年沉浸其中的老
经销商，今年的收益更是可观。

值得重视的风险

未来大蒜价格会如何走，目前市
场分歧很大。

如今蒜农在惜售，等待将来卖个
更高的价钱。冷库收储的经销商在观
望，希望价格能有所回落。

李东经销大蒜已10年了，今年已
经收购湿蒜80吨，如今正在晾晒。他
说：“感觉大蒜价格会继续走高，所以
先收一部分，晒干后存放到冷库。”

刘少臣则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大
蒜虽小，但不好玩。”他说，“这么多年
来，大蒜的价格暴涨暴跌，振幅很大。
往往价格高涨、一片欢声笑语的时候，

就是风险集聚之时。目前看，大蒜的
价格已经偏离了实际的价值。”

因此，他提醒冷库储存的经销商，
目前还是多一分清醒，多一分谨慎。

从市场情况看，产量下降、市场供
求偏紧是这波“蒜你狠”行情的决定性
因素，但其中也不乏投机者的推波助
澜。在投机者看来，蒜市犹如赌场，赌
蒜已贯穿大蒜生产、入库、销售的整个
周期。业内专家表示，要避免大蒜价
格暴涨暴跌，最根本的还是稳定种植
面积，稳定产量，并在此基础上加大权
威信息的发布力度，增加市场透明度，
减少炒作空间。

专家认为，单个蒜农对价格变动
的信息反应慢，抗风险能力弱，有条件
的蒜农最好组成合作社，强化信息联
动共享，及时掌握蒜价变动情况，适时
出售，防止大蒜在手中贬值。②8

时隔6年，“蒜你狠”卷土重来
专家提醒：价格高涨之际也是风险集聚之时

考场“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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