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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拥堵城外寻路

2011 年，活力四射的郑州正以
GDP同比增长 13.2%的姿态“奔跑”，
与此同时，城市机动车数量也在迅速
逼近200万辆大关，中心城区交通“堵
点”不断增加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处中原，居九州，作为全国性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省委、省政府提出了

“畅通郑州”的部署要求。郑州市委市
政府在锁定“域外枢纽、域内畅通”发
展目标的同时，决意“向外”寻找解决
城内拥堵的出路。

2011 年 8月 1日，郑州推出惠民
新政：从当天0时起，所有悬挂豫A牌
照的10座以下小型客车，在绕城高速
公路上通行可享通行费降低70%的优
惠，且费用就低不就高，最低1元，最高
10元。政策出台，立竿见影，省交通厅
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日当天享受费
用优惠的小客车流量突破3万辆次。

同年，郑州再推“重磅”优惠：12月
20日0时起，本着“政府买单，个人免费”
的原则，凡悬挂豫A牌照的10座以下小
型客车，从圃田、郑州南、十八里河、柳林
等10个站口进出，并在郑州绕城高速范
围内行驶的，一律免收通行费。

至此，郑州“内堵外解”趟出了一
条道路。

真金白银便利出行

6月 14日晚，省交通厅的统计显
示，当天免费通行绕城高速的豫A小

客车达124135辆次。与 5年前相比，
通车流量由五位数跃升至六位数！

“从家到在圃田的单位，走市内需
要一个多小时，但从惠济站上绕城高
速通常不会超过20分钟。”家住郑州老
鸦陈的冯先生告诉记者，5年前还要交
15元的高速通行费，现在一分钱都不
用花，又快又省钱，当然要走绕城了！

郑州市的绕城高速由京港澳高速、
连霍高速、西南绕城高速三条高速路相
互连接形成，全长106公里，过去走一
个“全程”需要花费40元。如今市民不
用花钱了，而所需要支出的费用，实际
上全部由郑州市政府“买单”。按照一
天通行10万辆、每辆车平均10元的免
单，政府一年就需支出至少3.6亿元。

另外，记者从郑州市交通运输委
员会了解到，为方便市民就近上下绕
城高速，郑州市在原有10处高速公路
出入口的基础上，新规划建设了16处
高速出入口立交，使绕城高速公路互

通式立交达到 26处，平均每 4公里即
可上下高速，结构布局更加合理。目
前，已有21处高速出入口立交投用，整
体建设投入约 30亿元。“结合都市区

‘十九横二十五纵’和‘两环三十一放
射’的快速通道体系，基本可以实现60
分钟通达新城组团、90分钟通达都市
区全域的目标。”郑州市交通运输委
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乐介绍。

“内堵外解”百姓受益

自 2011年 12月郑州实施绕城高
速免费政策以来，吸引了大批豫A牌
照小型客车的通行。一份资料显示，
截至2015年底，郑州市小型客车累计
免费通行超过 8300万辆（次），“内堵
外解”措施有效缓解了城区交通压力。

郑州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中心副
主任武同乐介绍，近几年郑州市主城
区基本形成了“井字+环形”快速路系
统，并与绕城高速公路无缝衔接，基本
实现了中心城区15分钟上快速路、沿
快速路15分钟上高速路出城的“30分
钟市区交通出行圈”的目标。

“此外，结合26处绕城高速公路出
入口，郑州从中心城区三环快速路向外
规划布局了31条放射型快速廊道系统，
形成‘双环+放射’道路系统，将都市区不
同功能组团之间的中长距离交通有效串
联，形成各组团独立的高速环路循环系
统，实现了区域交通快速服务及过境交
通分离的复合功能。”武同乐说。②7

下图为中州大道与陇海路立交
桥。⑨2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 月 15
日，包括 80多位中美高校校长在内
的 200多名中美高校管理者会聚河
南大学，共商推动中美高等教育交流
发展大计，并为200多名中国学子授
予中方美方双学位。这是《中美人才
培养计划》121项目2001年启动以来
首次在河南大学召开年会。

为培养国际化人才，中美双方
2001年合作实施了《中美人才培养
计划》121项目。该项目分为本科生
部分和硕士研究生部分。本科生的
学习过程为：从中方大学中选拔本科
一年级学生，到美方大学学习第二、
三年课程，然后返回中方大学学习第
四年课程，这些学生可在4年内同时
获得中美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

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为：直
接从中方大学中选拔硕士研究生一
年级学生，到参加该计划的美方大学
学习2至 3个学期课程，然后返回中
方大学完成毕业论文，这些学生可在
3年内同时获得中美大学硕士研究生
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截至今年，中
美交流高校已由当初的 7所增加到
137所。

河南大学 2007年加入该项目，
截至目前已选派 64名本科生、硕士
研究生前往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等高
校学习，多名学生获得美方大学奖学
金并取得攻读世界顶尖大学硕博学
位的机会，项目成果丰硕。这是我省
高校主动融入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
潮流的一个缩影。③6

引发安全和隐私之争

6月 14日上午，记者在郑州市金
水区陈砦村走访时发现，居民在自住
区域的家门口、楼道附近安装监控摄
像头的情况并不少见。

“我觉得装上监控没有什么不好，
能够起到安全防范作用，可以有效威
慑偷盗者，而对居民则起到了安心的
作用。”居民张先生说，没装摄像头之
前，租房户的电动车和自行车不时会
被偷盗，自从在家门口和楼道装上监
控后，这种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私装摄像头不仅在城中村常见，
在居民住宅小区也很多。家住花园路
一小区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因小区的
监控和治安工作不到位，她的家中曾
遭小偷盗窃，就因为没有监控资料而
难以破案。自行安装监控可以向警方
提供监控资料帮助破案，只要不是故
意窥探别人的隐私，就无可厚非。

但也有不少居民对此提出异议。
“每次进进出出，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
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心里总觉得怪
怪的。”市民郭先生表示：“楼道虽然是
大家共用的，但是毕竟就在家门口，还
是有些私密性。楼道属于同楼层住户

的公共场地，如果业主私自在其门前
安装摄像头对楼道进行监控，那么其
他住户经过时，个人动作行为会被记
录下来，隐私极有可能暴露，自身安全
的保障不应该是建立在侵害他人隐私
权的基础上。”

也有市民认为，安装的摄像头完
全裸露在外，很容易被小偷发现，根本
不能发挥防盗作用，做好小区的治安
工作才是治本之策。

录像资料不能随意外泄

摄像头由谁安装，谁有权监控，如
何不侵犯公民隐私权，这些成为大家
争议的焦点。

“根据我国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若是单位安装监控设备，公安机关
会提出一定的安装和监管要求。”郑州
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副局长王霆说，在
私人摄像头的安装、管理、购买审批等
方面，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
定，处于一个法律监管盲区。但这并不
意味着摄像头可以随意安装，从保护居
民财产和治安角度出发，私人自掏腰包
在住所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应做到自
律，不能随意外泄录像资料。

王霆说，按照《河南省公共安全技

术防范管理条例》规定，在宾馆客房、
公共宿舍、浴室、更衣室、卫生间等涉
及公民隐私的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的，将由公安机关责令拆除，并对个人
处以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如果买卖、传播、故意隐匿、删改、毁
弃、未经公安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同意
查看、复制技防系统采集、保存的信
息，将对个人处以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少春
认为，公民在自己的居住区域安装摄像
头，只要监控范围是自己的私人空间，
如自己的房子以内的范围，或是大众公
共场合就不违法。若摄像头的拍摄范
围是针对其他住户的门、窗等地方，则
该行为已由对公共场所的监控转化成
对特定住户、特定人员的窥视，那就侵
犯了他人隐私权。此外，对于摄像头所
拍摄的内容，安装者负有保密的义务，
不能非法利用和擅自对外披露，否则有
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进而触犯法律。

张少春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完
善关于个人监控设备安装和使用的法
律，明文规定个人监控设备应该由谁
来安装、安在哪里、谁来维护、怎样保
存和使用视频图像资料，以规范私人
安装摄像头的行为。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崔
冰心）6月 15日，记者从河南省人民
医院获悉，近日经中国护理管理杂志
社、健康报社等单位严格审核评选，
该院护理部原主任宋葆云荣获全国

“十大杰出护理工作者”称号，成为我
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护理专家。

宋葆云为国家卫计委护理标准
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护理管理
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省人民医院首
席专家、护理部原主任。她从事护理
工作 40余年，始终孜孜不倦辛勤耕
耘在临床一线，先后参加 1975年豫
中南特大洪灾救援、2003年抗击非

典和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曾获得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河南省卫
生科技领军人才、河南省优秀护理工
作者、第 44届南丁格尔奖章候选人
提名等多项荣誉称号。

在学术研究领域，她负责的科研
项目《标准实验室手工压力滴定技术
在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中的临床应
用》荣获第四届中华护理学会科技奖
二等奖，为我省护理学科最高奖项。
在她的带领下，省人民医院入选“国
家临床护理重点专科”、成为华中地
区唯一一家国家级医院消毒供应中
心实践基地。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6 月 15
日，为期 3天的“2016年海内外英才
中原行”活动在焦作市启动，同期开
展的第五届焦作创新创业洽谈会也
随即启幕。

由人社部留学人员与专家服务
中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焦
作市政府共同主办的海内外英才中
原行活动，主要开展海外人才项目推
介、项目对接和技术交流、举办“千人
计划”专家创业对接服务活动，以及

人力资源管理与海外人才引进服务
高端论坛等。该活动自2011年起已
成功举办5届，从2013年开始定点在
焦作市举行。

经过前期沟通、对接，此次集中
推介的 100多个海外人才项目中的
20个项目与焦作市有关单位（企业）
成功签约。这些项目涉及互联网+新
型材料、移动互联技术、特色主题（绿
色农植）产业园、纳米银材料应用、智
慧怀药种植云平台等。③5

200多名中国学子
在河大被授中美双学位

“2016年海内外英才中原行”
活动启动

宋葆云获十大杰出护工称号

绕城高速“免费”增加出入口数量

郑州“内堵外解”给城区减压

保护自身安全 莫犯他人隐私

私装电子眼 不可太“任性”
□本报记者 李凤虎

6月15日，郑州市群艺馆雕塑壁画院的设计师们正在精心打磨《大河黎
明》文化墙作品。该文化墙位于郑州地铁2号线一期东风路站，目前进入彩陶
镶嵌阶段。该院设计的陇海东路站《祈·佑》文化墙、东风路站《大河黎明》文化
墙、科学大道站《古今科技》文化墙等3个站点的文化墙，将郑州的生态环境、
历史人文、时代风貌一一展现了出来。⑨2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 月 15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获
悉，省高速交警总队周口支队尝试使
用“无人机”对辖区内高速公路进行
动态巡逻执勤，重点抓拍机动车占用
应急车道停车、大车占道等交通违法
行为。据悉，这是我省高速交警部门
首次启用“无人机”参与高速公路交
通管理。

据了解，“无人机”巡逻执勤主要
用于航拍巡视路面交通拥堵及抓拍交
通违法行为。在适航训练期间，周口
支队高速“无人机”飞鹰小分队主要在
宁洛高速、大广高速、商周高速、永登
高速和新周高速周口境内路段，航拍
重点路段、互通立交车流量情况，并与
省高速交警总队指挥中心互动，提供
及时、准确的交通出行信息。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有关负
责人表示，每逢节假日和恶劣天气，
高速公路极易发生拥堵，往往需要大
量警力疏导保通，“无人机”在发现堵
点、交通流量方面的优势远远高于人
力。通过“无人机”上搭载的云台，可
将路况实时画面传输到指挥中心监
控平台。同时，“无人机”具有抓拍交
通违法行为的功能，针对占用应急车
道的车辆，因交通拥堵民警一时又无
法前往，“无人机”可悬停在高速公路
侧道上方8米至10米处，通过视频录
像和图片的方式记录车辆违法行为。

“下一步，高速警方考虑在交通
事故现场取证、空中执勤方面加大

‘无人机’应用，不断提高高速公路管
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确保群众平安
出行。”这位负责人说。③5

我省高速交警首次启用
“无人机”巡逻

西四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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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三环东延与京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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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开大道与京港澳
高速互通

商都路与京港澳
高速

航海路与京港澳
高速互通

南三环与京港澳
高速互通

机场高速与
西南绕城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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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南绕城高速
互通（在建）

郑 新 路 与
西 南 绕 城
高速互通

G107 国 道
与西南绕城
高速

郑上路与西南绕城
高速互通

科学大道与西南绕城
高速互通

莲花街与西南绕城
高速互通（在建）

郑州市环城高速出入市口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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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密公路与
西南绕城高速互通

郑少高速与西南绕城
高速互通

陇海路与西南绕城
高速互通

中原路与西南绕城
高速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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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南路
与西南绕城
高速互通

郑尧高速
与西南绕城
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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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霍高速

西南绕城高速

□本报记者 李林

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城市“解堵”

问题已刻不容缓。6月14日，国家发改委、

交通运输部提出国内有条件的城市要通过

建设绕城公路逐步消除城市交通“堵点”。

而从2011年起，郑州市已经开始实施

106公里绕城高速“政府买单、个人免费”的

通行方式，并累计投资近30亿元增加绕城

高速出入口，方便市民就近上下高速，以此

逐渐缓解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问题。

核心提示

如今，出于保护自身

安全的需要，在住宅楼道

或窗外安装摄像头的居

民越来越多。这种私装

监控摄像头的行为是否

可行？是否侵犯了他人

的隐私权？记者就此进

行了走访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