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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娉 宋敏）2022年春运从 1月
17 日开始至 2 月 25 日结束。12 月 30 日，记者从
2022年河南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疫情防控仍
是明年春运工作的首要任务。我省要求严格执行跨
省旅游经营活动“熔断”机制，严控旅游团队规模，景
区合理设置游客接待上限。在春运期间鼓励周边
游、近郊游，希望公众谨慎选择长途旅游。

据了解，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各地积极倡导
就地过年，中短途客流将会增加，自驾、拼车等出行
方式将逆势增长。而我省大部分高校将于明年1月
上旬开始陆续放假，从2月下旬开始陆续开学，以避
免学生流和探亲流、务工流相互叠加。预计春运期
间客流整体平稳。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对于即
将到来的春运，我省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强化红线
意识和底线思维，提高安全意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车辆、驾驶人“带病”运
行，强化“两客一危”、重型载货汽车、面包车等重点
车辆动态监管，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违法
载人以及非法营运等严重违法行为。③6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2022年元旦假期即将到
来，为满足市民节假日出行需求，郑州地铁结合线网
客流特点，从行车组织、客运组织、疫情防控、设施设
备保障等方面提前准备、科学组织，制定元旦假期专
项运营保障方案，全力保障市民出行需求。

根据元旦假期客流特点，节前一天（12 月 31
日），1号线、2号线与城郊线、5号线执行节前特殊时
刻表，晚高峰时段提前至12:00，1号线、2号线最小
行车间隔约3分钟；4号线的最小行车间隔约6分钟；
5号线最小行车间隔约4分钟；城郊线增开南四环站
至孟庄站的区间列车，平均行车间隔约6分钟，至新
郑机场站的行车间隔约9分钟，进一步缓解城郊线区
域客流压力。元旦假期，郑州地铁还将增加备用列
车，密切关注客流变化，适时组织备用列车上线。

郑州地铁温馨提醒广大乘客，乘坐地铁时请配
合地铁工作人员的引导，全程佩戴口罩，核验健康
码，进行体温测量，做好个人健康防护。郑州地铁线
网各车站均支持手机扫码进出站服务，乘客可使用
郑州地铁·商易行 APP扫码进站。乘车期间，大家
还可以拨打服务热线 55166166或通过“郑州地铁”
官方微博、微信等及时获取地铁运营动态。③6

2022年春运1月17日启动

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
呼吁谨慎选择长途旅游

为应对元旦大客流

郑州地铁缩短行车间隔

从目前的销量数据看，河南
新能源汽车消费以入门车型和
高端车型为主，呈哑铃形结构。

“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群
体更多属于先锋型消费者。”一
汽—大众郑州区域经理邱宗阳
表示，这部分人有着较强的消费
力，对价格不敏感，因此直接带
动了新能源高端车的消费，他们
的先锋示范作用也影响身边更

多的人接受新能源汽车。
在合创汽车华中大区总监

罗观看来，“三四万元就能买一
辆外观小巧可爱的新能源车作
为代步车辆，这对于很多年轻人
来说，不仅购车门槛低而且还能
率先享受到纯电出行不一样的
体验，这也使得入门级车型率先
起量。”但他也表示，“相较于传
统燃油车，新能源汽车换车周期

更快，尤其是入门级车型的换车
周期非常短，这将导致新能源汽
车消费爆发期的加速到来。”

“这个时间不会很久了，大
概率会在2025年之前到来。”刘
磊表示，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的不断提升，从消费者尝鲜期逐
步过渡到普及期后，未来河南市
场的消费结构会从目前的哑铃
形向橄榄形成熟市场转变。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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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11 个月，河南省新

能源汽车销量突破21万台。中

原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接

受度越来越高，市场正在加速进

入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期。

2021 年可谓是新能源汽车的爆
发 年 ，1—11 月 全 国 乘 用 车 销 售
1879.7万台，同比增长9.4%。其中新
能源乘用车销量 243.8 万台，同比增
长170%。

从公布的各品牌销量数据来看，
无论是五菱、比亚迪、特斯拉，还是大
众、蔚来、理想、埃安、小鹏、欧拉等，今
年前 11 个月的销量增幅都在 100%
以上。其中小鹏汽车销售 8.2 万余
台，同比增长285%。

新能源汽车跑赢全国大盘的同
时，其在河南市场的表现更令人瞩
目。

相关数据显示，郑州新能源汽车
销量在 9月、10月实现翻倍增长后，
11月销量更是突破 1万台，闯入全国
新能源汽车销量榜前十。前11个月，
全省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21万台，郑
州、濮阳、洛阳等多个城市的新能源汽
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30%，高于全国
20%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河南市
场每销售100台汽车，其中就有30多
台是新能源汽车。

对于河南新能源汽车热销
的原因，哪吒汽车营销公司副总
裁刘磊认为：“近年来，河南不少
城市实施的单双号限行政策，直
接刺激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而且，新能源汽车在日常维护和
使用成本的经济性方面，都较燃
油车有着明显优势。”

新能源汽车车主董先生告
诉记者：“自从开上新能源汽车

就再也不想开油车了，很省钱，
相比以前一年一两万元的加油
钱，现在一年充电就花一两千
元。并且这两年能明显感觉到
郑州市区的充电站在增多，还
有一些加油站也增加了充电
桩。”

政策推动、产业发展等因
素更是新能源汽车大卖的“助
力器”。11月，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河南省加快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年，全省新能源汽车年产
量超过 30 万辆；除应急车辆
外，全省公交车、巡游出租车和
城市建成区的载货汽车、市政
环卫车辆基本使用新能源汽
车；全省建成集中式充换电站
2000 座以上、各类充电桩 15
万个以上……

新能源汽车持续领跑 多重因素助推省内新能源汽车大卖

渗透率提升加速消费爆发期到来

□本报记者 尹江勇

日益临近的北京冬奥会，不
仅是各国运动员的竞技场，也是
各类前沿技术的“展示窗”：仅在

延庆赛区，每天将有百余辆
氢能源汽车提供绿色

清洁的交通运输
服务。你知道

吗？从为车
辆 充 能

的 加
氢站

到氢能工程项目，都与新乡的氢
能产业链密切相关。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内
领先的氢燃料电池核心技术，打
通了完整氢能产业链条，跻身氢
能这一未来产业的国内第一梯
队。”12月 28 日，河南豫氢动力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管理中
心总监贺培发自豪地说。

新乡被誉为“中国电池工业
之都”，作为一家致力于氢燃料
电池研发与生产的高新技术企
业，豫氢动力就在位于新乡的河
南电池研究院的大楼内。在成
果展示厅，贺培发向记者展示了
最基础的膜电极组件。它看上

去仿佛一张不起眼的“黑色请
柬”，却是进入氢燃料电池核心
领域的“通行证”。

乍一看，膜电极跟锂电池
里 用 来 蓄 存 电 能 的 隔 膜 很 相
似。“一张膜电极相当于一台微
型发动机，可以将氢气和氧气
转化为电分子和水。”贺培发解
释，将 400 多张膜电极组件叠
加后装进保护壳，就是一台大
功率氢燃料电池电堆，再装上
控制系统组件，就是一套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

目前，豫氢动力已开发出多
款功率强、效率高、适应性好、寿
命长的燃料电池发动机产品，与

郑州宇通、潍柴动力、国家电网
等国内主机企业深度合作，在公
交、重卡、机车、热电联供、风光
发电储能调峰等氢能与燃料电
池前沿领域展开应用，已经实现
系统设计、设备供应和示范项目
的成功运行。

在省政府和新乡市的相关
政策、资源支持下，新乡氢能产
业园已有 9 家核心部件企业入
驻，基本形成“郑州开封整车带
动+洛阳氢能装备+新乡核心部
件及氢能装备+安阳焦作氢源保
障”的区域布局。

贺培发表示，立足科技创新
提前布局未来产业，持续发力氢
能及氢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和产
业链，将使河南在未来氢能产业
发展中牢牢掌握主动权。③5

豫氢动力：立足创新 布局未来产业
创新河南面面观 新在哪儿

□代娟 刘亚鑫

元旦临近，走进卫辉乡村，随处可
见清洁家园、整治人居环境的热闹场
面——连日来，卫辉市针对田间地头、
县乡村道（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坑塘
河渠、公共场所、房前屋后、居民庭院等
六大区域，积极开展“清脏、治乱、增绿、
点亮、美化、管护”等六大行动，各类保
洁主体、党员干部、社团、群众等共同参
与，迅速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干部帮扶、群众给力，村容户
貌大变样

12月 28日下午 4时，卫辉市上乐
村镇原板桥村村委会前格外热闹。墙
上贴着两张大红的光荣榜，榜单上写
着这两天户容户貌达标的村民名字。
村里的广播刚落音，念到名字的村民
陆续赶到村委会，排队领取一桶食用
油作为验收合格的奖励。

“俺家也收拾好了，啥时候去检
查？”“别急，一会儿腾开空就去！”在路
口，骑着电动车的村民张文霞老远看见
村民原成勋，就开始打招呼。今年 63
岁的原成勋是一名退伍老兵，党龄已有
40多年。最近，他和村里的另外3名党
员一起，组成村民人居环境整治验收

组，按照“室内净、院内净、厨房净、厕所
净、房前屋后净，生活用品摆放规范”等

“五净一规范”的标准逐户验收。
7月份，卫辉市遭受严重的暴雨灾

害，全市 13个乡镇均不同程度受灾。
为帮助群众灾后重建，新乡市安排 58
个局委和市直企事业单位对口帮扶卫
辉市 58个灾情严重村。几天前，按照
新乡市“我为群众办实事 清洁家园迎
双节”专项行动安排，58个工作组再次
奔赴卫辉，帮助受灾群众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

新乡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贻亮
告诉笔者，作为原板桥村的结对帮扶
单位，该局工作组不仅带着党员突击
队和大型机械进村整治街道和坑塘等
重点部位的卫生，还买来食用油作为
奖励，动员村民“院内大扫除、院外大
整治”，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清洁家园的
积极性，让村容村貌有“面子”，户容户
貌有“样子”。

在村内一处正在清理的坑塘旁

边，一群村民正共同拾掇一处砖墙。
看到宋贻亮，60多岁的徐海芹拿着铁
锨铲起垃圾笑着说：“恁都来支援俺
了，俺不使劲儿干会中？”

除了 58个帮扶工作队，新乡市还
协调了 7个县（市、区）城管力量，出动
280多辆车、320余人助力卫辉市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卫辉市教育部
门、妇联系统、各乡镇（街道、园区）也
纷纷行动起来，农业农村局将活动内
容制作成短视频，用通俗易懂的宣传
方式将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传播到千家
万户。此外，卫辉市还积极推广“红
分”管理、群众合理付费、门前三包、街
长制等多种机制，多途径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抓住当前农闲有利时机，充分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全面动员、加快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

干部帮扶、群众给力。在卫辉市
广大农村，多年废弃或因汛情造成的
破损房屋被彻底拆除了，群众家多年
不用的柴火堆儿挪窝了，废弃坑塘里

堆满的垃圾清走了……各村村容户貌
大变样。

基础设施提升，补齐人居环
境短板

在原板桥村的西南角，也是一片
忙碌景象，这里坐落着村民原胜玉的
养鸡场，曾经在 7月暴雨中受淹严重，
如今已逐步恢复生产。

“之前政府出资帮养鸡场建起了
大型自动化清粪设备，汛情过后也在
第一时间协助我们修理，不到两个月
就达到恢复生产的标准。”原胜玉告诉
笔者，养鸡场少不了这些现代化的清
粪设备，配套的干燥设施、通风设施、
沉淀设施等，能让清粪更加及时，不仅
确保畜禽健康安全，更能让粪污排放
达标并得到有效利用。

今年以来，卫辉市以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和生猪调出大
县奖励资金项目为依托，要求规模养
殖场进一步改进养殖工艺，建设完善

粪污收集储存设施设备，全市规模养
殖场户共 525 家，目前都已配套了粪
污处理设施，全市规模化养殖场粪污
处理设施配套率基本达 100%. ，粪污
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

“灾后的鸡苗已长成‘青年鸡’，明
年春天就能正常产蛋了！”原胜玉满怀
期待。

走进李源屯镇东风林场，村民郝
云海的家门前，施工人员正操作着挖
掘机、铲车开挖基槽，埋下水泥管道。
原来，这是东风农场在灾后重建中的
道路修建及埋设污水管网项目。该项
目将修建道路 3000米，扩宽道路 500
米，埋设污水管网 5000 余米，新建广
场两处，共投资136万元。

“以前村里道路差，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现在路修好了，水泥路
直通家门口。”郝云海说。汛情之后，
他家很快用上了冲水厕所。他说：“以
前旱厕异味大，屋里屋外蚊子多。现
在上完厕所水一冲，方便又卫生，生活

质量提升了一大截。这次道路修建完
成后，全村主次干道水泥路贯通，还
要建雨水、污水管道，村里越来越干
净了!”

据介绍，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卫辉市及时调整支持原非贫困村基础
设施建设的政策，重点支持原非贫困
村实施基础设施道路建设项目，解决
历史欠账多、基础条件差的原非贫困
村基础设施短板。该市还将巩固提升
改厕成效作为灾后人居环境整治的重
要内容，改善户厕卫生环境，集中购买
草酸 6500斤、防臭阀 1.3万个，按需发
放给各乡镇。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
居乡村，不仅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
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项重要任
务。”卫辉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不仅是一场攻坚战，更
是一场持久战。为此，该市成立了以
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专班，筹措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并建立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力求做到
精细化、无缝隙，确保“整治一处，合格
一处，保持一处”，领导带头、干部包
村、人人参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从基
本达标迈向提质升级，实现村容村貌
持续改善。

紧盯六大区域 开展六大行动

卫辉：干干净净迎新年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2022年元旦即将到来，铁
路假日运输期限为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1月
3日，共计 4天。郑州站元旦期间预计发送 56万人
次，日均14万人次，客流成分主要是学生流、中短途
探亲流等，高峰时段预计出现在1月1日和1月3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郑州市倡导市民元旦期
间在郑过节，非必要不离郑、不出省。

郑州站根据省内客流为主的实际情况，科学分
析预测，及时调整列车开行计划，保证旅客出行。假
日期间，郑州站管内高铁公交化开行 17列，恢复开
行8列，短编变长编17列。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要求，目前郑州车站、郑州东
站进站旅客需扫码测温，前往北京方向需提供48小时
核酸阴性证明并正确填写北京健康宝。出站时，省外
返郑旅客需提供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并扫码。③9

元旦期间铁路运输将启动

省外返郑旅客需提供
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全省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21万台

●郑州、濮阳、洛阳等多个城市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30%
●河南市场每销售 100台汽车，其中就有30多台是新能源汽车

今年前11个月 假期出行小贴士□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解元利 耿子腾

▶上汽乘用车郑州分公
司总装车间内一派繁忙景
象。近年来，该公司通过“制
造+物联网”的创新模式打造
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工厂”，
为郑州建设全国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基
地和新能源汽车研发基地不
断注入新动力。⑨6 本报资
料图片

豫氢装备研发的加氢站豫氢装备研发的加氢站。。⑨⑨66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尹江勇尹江勇 摄摄

制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