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地铁再添“新成员”

长啥样，先睹为快！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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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被称为郑州城

市“金腰带”的地铁 5号线就要与公

众见面了。5月 14日，郑州市轨道

交通 5号线工程初期运营新闻发布

会及媒体探访活动举行。与1号线、

2号线、城郊线相比，5号线工程有

哪些优化提升？记者进行了探访。

近年来，郑州南阳新村街道通过组织非公人士进行学习培训、座谈交
流、基层走访等活动，着重加强思想教育，增强了他们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的积极性；大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
政策，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做好无党派人士服务工作，坚持就重大问题进
行民主协商，加大民主监督力度；积极发挥非公经济人士、党外知识分子
等作用，为街道经济建设提供力量和智力支持。

(南阳新村街道)

5月 9日上午，2019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暨中国品牌建设高峰论坛
在上海举行。作为2019年“5·10中国品牌日”系列活动之一，论坛旨在进一步
凝聚品牌发展社会共识，提升品牌发展水平，推动建设品牌中国，1293个品牌
参与到价值评选中，598个品牌获得发布。其中，白象食品集团品牌价值12.35
亿元，位于全国食品加工类上榜品牌第9位。

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大省。作为河南自主品牌的一张名片，白象食品多
年来深耕食品行业，自主研发独创和改进生产工艺40多项，获取国家专利20多
项，先后获得全球食品工业大奖和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主食加工业
示范企业、中国面制品最具活力企业等荣誉，用实际行动助推方便食品行业不断升
级，引领民族食品品牌持续提升，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杨舒名)

郑州市金岱产业集聚区党工委深入践行“一四四”发展体系，针对
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发展，推出“1+N”非公党建模
式，从三个方面入手，全力推动聚集区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一是广泛动员，观摩交流。召开辖区“1+N”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推进会。邀请圆方集团党委书记薛荣等人传授先进经验，到
河南省清洗保洁行业协会党委等党建阵地实地观摩，要求各非公企业、
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根据自身情况，借鉴兄弟单位的好方法、好经验，
全力做好此项工作。二是扎实推进，务实管用。联合圆方党委因地制
宜制订“一企一策”方案，帮助、指导企业做好非公企业党建的规范、提
升，营造浓厚的非公企业党建氛围，确保扎实推进，不流于形式。三是
整改提升，打造亮点。指导各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党组织找准突破口，
深入研究推动党建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有效途径和载体，实现党组织
力量与企业资源的有效融合，通过高标准提升党组织阵地建设，真正将
非公企业文化、企业发展壮大与党组织党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补短
板，出亮点，打造出“百花齐放”的党建红色园区，提升党建工作服务经
济发展的科学化水平，促进产业集聚区健康快速发展。

（杨荣军）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东路街道党工委探索党建新模式，把基层党
建工作融入群众家园构建的全过程，以党建领航，探索社区“无缝治
理”。

党工委联建，融合各类资源。通过“家园党建”工作模式的探索，搭
建街道党委联席会议平台，联合辖区各职能局委，建立由党建牵头，各
相关科室参与的“家园党建”小组，切实发挥组织作用；发挥党代表工作
室作用，收集社情民意，解决辖区群众关心的问题和矛盾；通过路长制
工作的开展，精准对接社区治理的需求，提升党组织建设的有效性和针
对性。

党支部共建，融汇各类智慧。将辖区23个“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党组织划分到各社区党组织，结合“一征三议两公开”和“三个清单”工
作的开展，与各非公企业党组织开展“项目化”共建，实行共享信息、共
享阵地、共享文化、共享服务的党支部共建模式。

党小组自建，融通各方人心。将辖区各楼院的党员划分成党小组，
带领群众做好家门口的五件事，建好家门口设施，抓好家门口队伍，解
决好家门口困难，开展好家门口活动；以开展零距离服务的方式，把党
员形象树起来，使更多的党员群众感到“党组织就在身边”。 （马英）

“1+N”非公党建规范化
打造党建红色园区

“家园党建”新探索
社区治理有新招

强化管理服务 提升统战工作

品牌价值12.35亿元 河南白象我看行

相比地铁1号线、2号线站内卫生间均设置在
站台层，只供买票进站的乘客使用，5号线将部分
车站公共卫生间调整至站厅非付费区，不仅方便
乘客使用，同时也有利于车站周边行人使用。

“建地铁也是建城市。地铁卫生间实现‘公
用’，从城市规划角度上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共享，
体现了地铁车站作为公共建筑的社会责任。”郑州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总监赵运臣说。据悉，在
人流量较大的换乘车站或条件允许的车站，如月
季公园站、海滩寺站、中央商务区站、南五里堡站
等，在站厅层、站台层均设置有卫生间，乘客如厕
更加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5号线全线车站均设置有第
三厕所，集纳儿童厕位、婴儿护理板、婴儿安全座
椅等新设施，方便特殊人群。其中，对客流较为密
集的区域，如中原福塔站、海滩寺站、市儿童医院
站、月季公园站等，设置独立母婴室；对于客流需
求一般的区域，母婴室与无障碍卫生间合并设置。

此外，地铁5号线还有不少暖心设计。比如，
为方便携带大型行李的乘客行走台阶，在所有出
入口台阶处，均设置了行李坡道。③6

上图 5月 14日，工作人员正在为开通试运
营做准备。⑨6

左图 工作人员在试乘并拍照留念。⑨6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5月 14日，记者从省招办获
悉，今年高招，我省5类考生具有加分资格，4类考生在与
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由高校优先录取。

5类具有高考加分资格的考生根据加分分值分为20
分、10分、5分三档。其中，烈士子女和在服役期间荣立
二等功（含）以上或被战区（原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
称号的退役军人两类考生可在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加
20分投档；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归侨、归侨子女、华侨
子女、台湾省籍考生、侨眷两类考生在统考成绩总分基础
上加10分投档；少数民族考生可在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
加5分投档。政策规定，考生加分规定不累加计算，即同
时享受两种以上可以加分投档的考生只按加分较多的一
项计算，最多不超过20分。

4类考生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由高校优先录
取。其中包括：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
奖励的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
军人的子女，驻国家确定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
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以上岛屿工作累计满20
年的军人的子女，在国家确定的四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或
者解放军总部划定的特类岛屿工作累计满10年的军人的
子女，在飞或停飞不满1年或达到飞行最高年限的空勤军
人的子女，从事舰艇工作满20年的军人的子女，在航天和
涉核岗位工作累计满15年的军人的子女；退出部队现役
的考生、残疾人民警察报考高校，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
下优先录取，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
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报考高校，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
工作的通知》（公政治〔2018〕27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农村
户籍的独生子女；经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
系统认定，获得5A级青年志愿者的考生。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司机朋友注意了，全省警方将严
查驾驶证过期、车辆未审验、交通违法未处理行为。5月14
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布消息，即日起，全省交警部门将
集中清查清理重点车辆和重点驾驶人交通安全源头隐患，
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此次清查车辆和驾驶人的交通安全隐患主要是：大
型公路客车、大型旅游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重型货车、
重型挂车、“营转非”大客车、校车、农村面包车存在逾期
未检验、逾期未报废、违法未处理任一种情形的；持有
A1、A2、B1、B2驾驶证，驾驶证状态存在逾期未审验、逾
期未换证、满分未学习任一种情形的。

警方提醒，逾期未检验车辆的车主，请立即到机动车
技术检验机构进行检验，车主可以在检验有效期满前3个
月申领检验合格标志。车辆达到报废标准的，请车主立即
将车辆交给有资质的机动车报废回收公司报废，并及时到
市（县）车管所办理注销手续。车主可通过互联网交管
12123服务平台、12123手机APP或市（县）车管所等查询
车辆状态，如果有交通违法未处理的，请立即处理。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戈）记者 5月 14日获悉，鹤壁市已
启动规划建设全市首个郊野公园——鹤壁市龙岗郊野公
园工作，旨在打造以公园理念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
区，建成后将成为鹤壁市重要的生态屏障。

据悉，郊野公园是指位于城区边缘、有一定规模，以
郊野自然环境为主，景观特点为自然野趣，具有亲近自
然、游憩休闲、科普教育、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限制城市无
序扩张等功能，具备必要服务设施的绿地。

当前，鹤壁市在规划建设鹤壁东区的过程中，提出了
打造城市高质量发展创新引领区的目标，其核心就是完
善整体生态山水格局，从斑块型滨河城市向山岗守望、河
湖环抱的网络复合公园城市转变。

规划建设中的鹤壁市龙岗郊野公园，位于淇滨区
大赉店镇、钜桥镇及浚县白寺乡交界区域，规划面积
约 30 平方公里，包含龙岗、规划的蓄水库及田园风光
带三个区块，自然资源丰富，是鹤壁东区天然的生态
基底。该园在建设过程中将整合“岗、田、林、水、村”
等景观资源，涵盖生态修复、现代农业、科普教育、文
化体验、旅游休闲五大功能，对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格
局、提升鹤壁东区空间品质、引领绿色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③6

这五类考生高考能加分

驾驶证过期未更换
小心警方严查

鹤壁将建首个郊野公园

台账民生
□本报记者 刘晓波 金京艺 宋敏

“这个车是不是比 1、2号线块头更大？”下午
3点，5号线列车上，毛睿超正拿着扩音器介绍列
车性能，一位媒体同行率先抛出问题。

“当然啦。”作为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
分公司车辆中心安全技术室技术员，毛睿超对列
车的参数熟稔于心：5号线列车是A级车，比 1、2
号线B级车长20米，最大载客量多出722人。

“本次列车外环运行，下一站祭城站。”与1、2
号线东西、南北走向不同，5号线是郑州首条地铁
环线，列车广播报站不再是列车开往什么方向，而
是以外环和内环区分。

普通乘客如何区分外环和内环呢？“外环是指
列车逆时针运行，内环则是顺时针运行。”毛睿超
说，简单来讲可以通过“一看二听”来辨识。“一看”
就是看车门上方的动态地图。与1、2号线点阵式
动态地图不同，5号线采用 37寸 LCD动态地图，
界面上方有列车运行的箭头，更直观。“二听”就是
听播音员是男声还是女声，男声播报时列车外环
逆时针运行，女声播报时列车内环顺时针运行。

“男主外女主内嘛，这样更好记。”毛睿超笑着说。
除了语音播报的个性化，5号线列车上还有

很多人性化的设计。比如车门打开时，车门上方
会出现耀眼的蓝色灯带，直到车门完全关闭时才
会熄灭。灯带设计提示了列车车门状态，更为乘
客上下车营造一种仪式感。

“块头”更大
个性化播报更吸睛

“清新的色调让人一进车站就眼前一亮，不但
没有压抑感，更让人感到活力十足。”当天，跟随记
者一同探访5号线的郑州地铁粉丝团成员汪家豪
不禁感慨。与1号线“中国红”、2号线“黄河黄”主
色调不同，郑州地铁 5号线全线主打“小清新”风
格，以“梧桐绿”为主色调，并融入“生态健康、运动
和谐”的文化主题。

炎黄二帝、人文始祖、伏羲女娲、三皇五
帝……在郑州东站，内容丰富、栩栩如生的历史
文化名人浮雕深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地铁不仅仅是公共交通工具，更是集经济、
文化、科技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现代交通综合
体。我们希望通过 5号线鲜活的文化墙面，给乘
客展现更多的河南元素，有效表达和传承中原博
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中央商务区站站务员王美卉
对记者说。

福塔东站巨型的山水风光壁画、市儿童医
院站极具童话色彩的顶灯、省人民医院站的水
墨风太极文化壁画、月季公园站寓意勤劳致富
的农民劳作场景、五一公园站水墨风格的船坊
划水图……地铁 5号线车站中，这些别具一格的
文化墙面设计，将中国风展现得淋漓尽致。

“颜值”与“内涵”并存
中国风“跃然墙面”

厕所也“革命”
暖心设计要点赞

注：3、4、6、7、8、9、10、
11、12号线暂未开通

扫二维码
观看试乘体验

5号线车厢内景。⑨6 祝传鹏 摄

唯一环线

5 号线是郑州市轨道交通线
网中唯一一条环形线路，全线共有
站点32个，全长40.4公里。

如何换乘

开通初期，5号线
将开放4个换乘站，分
别是与 1 号线换乘的
郑州东站、五一公园站，
和 2 号线换乘的黄河路
站、南五里堡站。

运营信息

开通初期，郑州地铁5号线运
营时间为6：00至 22：00，全天运
营 16 小时，列车运行周期 74 分
36 秒，高峰时段最小行车间隔 5
分 32秒，平峰时段行车间隔 6分
32秒。

更加便民

5号线途经郑州人民医院、省
人民医院、郑州市儿童医院、省骨
科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郑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等站点，是目前郑州
地铁网线中串联医院最多的线路。

列车

站厅

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