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运与我们普通人
网友!野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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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并不是很忙碌的出差"让我有时间好好静下

来想想火炬传递#北京奥运的意义$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一期百姓故事"报道了三

位与奥运产生联系的普通人" 他们参与了奥运火炬

盆%火炬形象标识等设计"其中一位设计师激动地表

述!&我很自豪" 因为我至少为这次奥运作出了我的

贡献'$

节目的配乐和这位受访者的话语让我听了很振奋$

作为普通人"北京奥运会意味着什么( 它能带给

我们什么(我们又能为它付出什么(若干年后"我们回

忆起这届奥运会的时候"能否想起自己为奥运做过什

么$ 这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更为必要和重要$

电视节目中的那几位都是这么去做的"为了这个

奥运的顺利举办和成功举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是一次属于北京也属于世界的奥运会"这是全

国全球人民携手的一次奥运会"也是一次值得我们去

付出"也需要我们去努力呵护和贡献的奥运会$

做好我们该做的"做好我们能做的"若干年后回

味"应该会特别亲切$

我与奥运一起飞
网友!笑笑!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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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 我怎么站在北京&鸟巢'外( 难道我有了瞬间

移动的本领(看看自己"咋是福娃欢欢的模样(福娃伙

伴贝贝%晶晶%妮妮%迎迎"怎么和我在一起( 算了"不

管这么多了"让我们来参观北京 &鸟巢 '与 &水立方 '

吧) 我和福娃伙伴们一起奔向&鸟巢'$

国家体育场坐落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央区平缓的坡

地上"场馆设计如同一个容器"高低起伏变化的外观缓

和了建筑的体量感"并赋予了戏剧性和具有震撼力的形

体$那是一个用树枝般的钢网"把一个可容纳
IG

万人的

体育场编织成的&鸟巢'"用来孕育与呵护生命的&巢'"

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 看着这个温馨的&鸟巢'"我

和几个福娃迫不及待地要进去看看了$ 来到 &鸟巢'里

面"只听到欢呼声%呐喊声连绵起伏) 你看"这边许许多

多的人正在参加
5G

公里的竞走比赛" 那些人的脸上滴

下一滴滴汗珠"但他们丝毫没有退缩"仍旧尽力走完全

程$ &加油)加油) '另一边又传来了观众们的加油声"原

来是一群体育健儿在跑步"他们矫健的身姿穿梭在跑道

上"如同一支支离弦的箭)那边&砰'一声枪响"跨栏比赛

又开始了$ 一场场比赛让我们目不暇接**

从&鸟巢'出来"我们几个福娃兴致勃勃"还要去

看&水立方'"便快步赶向&水立方') 来到&水立方'"我

们惊呆了) 她真是漂亮!&方盒子'包裹上了一层建筑

外皮"上面布满了酷似水分子结构的几何形状+ &水立

方'的外形看上去就像一个蓝色的水盒子"而墙面就

像一团无规则的泡泡"&水立方'晶莹剔透的外衣上面

还点缀着无数白色的亮点"好看极了) 如同一块&泡

沫'"又如同一块冰凉的&冰棍'"好像一摸就会融化)

我和几个福娃一进去就像来到了水上乐园"到处都是

水+怪不得是国家游泳中心)看看"许多世界各地的人

都在游泳"什么仰泳#蛙泳#花样游泳**

我们几个福娃乐得直咧嘴) 我哈哈地笑着"只听

到一声熟悉的叫声!&笑笑"起来了) '我迷迷糊糊地睁

开眼睛" 妈妈微笑着看着我!&宝贝" 你睡着都在笑

呢) '我呵呵地笑了"心想"希望今年的
5GG8

奥运"会

像我梦中那样美好)

网友贴图

俺家的奥运倒计时牌
大河网网友 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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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空中巴士梦将成现实!网友期待"""

河南航空!短腿"变!长腿"

6

月
59

日 " 省政府与深圳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在郑州签订合作

协议 " 深圳航空公司将其控股的

鲲鹏航空公司主运营基地和总部

迁至郑州 " 依托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 " 逐步编制起中部
I

小时航空

城市圈和全国性的支线航空运输

网络 + 同时 "深航飞机维修中心 #

鲲鹏呼叫中心 # 综合培训中心等

项目陆续启动+ 消息传来"网上一

片欢呼之声+

鲲鹏航空总部落户郑州
打造以郑州为中心
一小时航空圈

支线飞机" 是指座位数在
HG

座到
IIG

座之间"飞行距离在
BGG

公里至
I5GG

公里的小型客机+ 国

家有关部门现在正在制定鼓励发

展支线航空的措施"包括减免小型

机场建设费 #调低相关费用 #增加

小型支线飞机的数量等+未来国内

航线布局发展的重点将在沿海开

放地区 #西部交通不便地区 "还有

中部的一些旅游城市+ 支线飞行使

用支线飞机比较经济"我国使用的

支线飞机有 !运
46

"运
48

"多尼尔 "

L

肖特
47BG

"萨伯 "冲
48

#新舟
4BG

等 "但更多的是中 #远程客机加入

支线飞行"如
M4676 N75G

#

OPII

#

OP9G

等+ 远途是干线飞机+

关键词!支线飞机

相关链接

支线飞机是
国内民航业发展的方向

在一些国内消费者心里" 隐藏

着一种对支线小飞机的不信任+

不少人担心" 支线飞机客舱较

小"乘坐舒适度不及大飞机+ 此外"

由于支线飞机主要飞中短程航线"

因此飞行高度不会很高" 易受气流

影响"乘客会有一些颠簸感+但据民

航专家称"从总体上讲"目前支线飞

机所执行的安全标准"与波音公司#

空中客车公司等生产的大飞机基本

一致"其可靠性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因此"关于&飞机越小越不安全'的

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业内人士表示"鉴于波音#空客

等干线飞机运营中小城市普遍亏损

的现状 "

5G

年之内中国大约需要

BGG

架支线飞机" 这被视为国内民

航业的发展方向+

我为奥运&博'

点击事实
(

几天来"在大河论坛发展河南

板块里"网友
J@5GG8

发表的帖子.建议整合中

原城市群公交资源"组建中原巴士股份有限公

司/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并纷纷跟帖表达自

己的看法+

帖子原文,有删节0!

中原城市群的城际公交目前只开通了郑

州#开封一家$这与中原城市群更加紧密的融

合是不相匹配的$而且目前中原城市群中九市

的公交发展参差不齐$城际公交涉及多个城市

之间的利益$ 这就需要一个跨市的单位来运

营%油价的不断上扬$成本的不断提高$也需要

公交规模化发展&中原城市群要实质性融合就

得交通先行&

所以$我觉得应该整合中原城市群的公交

资源$组建中原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一方面能

密切中原城市群之间的联系$方便中原城市群

市民出行与资源交流%另一方面能解决公交企

业的自我造血能力问题&

郑州女孩!不错的想法)整合交通资源"加

快中原城市群融城步伐"同时方便民众+ 虽说

暂时可能比较困难"但若真正实现了"将会推

动河南经济的航母大大提速)

小楼听风雨!这个想法很好"若能实现"会

加速推进几个城市的融合"也能拉近几地民众

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

)*'&&!

!可以将原各市的公交公司改制为

集团分公司"实行同票同价"同财务结算"集团

统一维护管理车辆运营维修" 新成立的股份公

司由省直管"但要规定地方国资委必须参股+

中心如醉!其实"在城际公交线路开通之

前"倒是可以把各个城市的公交系统统一+ 九

个城市"任何一个城市的公交卡在其他城市都

能使用"同样计费+

梧桐叶落!最好成立二三家公司"公平竞

争"只成立一家难免会垄断+

*+,-.-/0+-

!还是先引进一个有先进理念的

巴士公司吧"昆明的公交系统在香港的新巴到

来以后进步很快"发展公交不只靠硬件"更重

要的是经营和服务理念的进步+

,本报记者 范娟华0

大河网友建议!

整合公交资源 组建中原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反应

唐僧快跑!太好了' 立体的交通是经济发达的

必要条件& 强烈支持'

123-4%5!#

!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航空有很

大的潜力&

中部采风!强烈支持$中原定崛起&

大蹦!欢呼$很好的消息'

5

月!看到了河南交通的(短腿)###航空$在

一点点进步和发展$很高兴&

我为卿狂
$$55

!好事情'可以改变郑州交通陆路

比较单一的局面$在空中拉长郑州的经济产业链'

紫茄子!只有建成了(大航空)$才和郑州大交

通枢纽的地位相配呀&

河洛风作文!鲲鹏展翅九万里$中原交通添活

力%整合宛洛成合力$中原腾飞有所期&

6,7+89

!河南地处中原$更有利于支线航空经

济的发展&

夜黑黑!到时候$出门短途坐火车*乘汽车$长

途就可以坐飞机了&

伊妹妹!航空公司总部落户郑州$这还是第一家啊&

看看风景!有眼光' 这是个双赢的发展思路$

一个双赢的结果'

涛涛不绝!真是个好消息$老百姓出行将会更

加便利$还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逍遥侠客! 这是郑州建设国际航空港的一个

好开端'

开封房产! 郑州交通枢纽的地位越来越凸显

了$相信更多的物流企业会选择在郑州发展&

网聚观点
好消息! 出门短途坐火车"乘汽车#长途就可以坐飞机啦!

希望能有更多的航
班"更实惠的机票!

南阳皇帝云步石!希望和洛阳*南阳的

机场合作$共谋发展壮大&

启事!希望能有更多的航班*更实惠的

机票&

高级木工! 应该开通郑州到黄山的航

班$或者郑州#合肥#黄山线路 $现在郑州

去黄山乘坐汽车要走将近
12

个小时$ 火车

没有直通车$飞机更不用说了$极不方便&

龙非在天!能不能开通郑州到邻省各大

景点的航线呀$这样$出去旅游就方便多了&

:,:6;,<+

优!希望机票优惠多多&

不断超越!省内多建几个小机场 $比如

栾川*西峡各建一个$冬天去滑雪*夏天去漂

流就方便多了&

逍遥侠客!希望郑州机票的价格来个跳

水$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四叶草!中原人民已经享受到了鲲鹏航

空的实惠& 今年
E

月$鲲鹏航空开通的郑州

到西安*郑州到合肥*郑州到南昌三个航班$

方便快捷*票价低廉$还推出过郑州至西安

最低票价
55

元$郑州至合肥最低票价
GG

元$

郑州至南昌最低票价
155

元的特价机票$票

价已经低于空调火车硬卧了&

开发航空市场#助推
中原崛起!

风不再来! 航空业有强大的带动力*辐

射力*影响力
H

市场潜力巨大& 在河南这样一

个有着近亿人口的大省
I

航空市场还远未开

发出来& 要做大航空产业链
I

拓宽市场领域$

强力助推中原崛起'

我不是黄蓉!河南航空业要快点发展
I

要

成为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I

成为中原

崛起腾飞的平台&

,77<7,3

!郑州地处中原$发展支线航空

大有可为'

衣袂飘飘!希望新郑机场像香港国际机

场般红火$那么$中原这块宝地就会积聚更

强的发展能力& 我们有热情$有能力$把民航

事业越做越好'

鲲鹏航空总部落户郑州"对河南的航空业将产

生怎样的影响( 会不会促进河南经济的发展( 河南

航空业的现状又是什么样呢(带着网友的疑问"

8

月

5

日" 本栏目记者采访了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公司相

关负责人+

谈到鲲鹏航空公司落户郑州对河南航空业和

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该负责人说"航空业是为全

体社会成员服务的现代交通产业
Q

航空业的快速发

展对中原崛起目标的实现
Q

会产生辐射带动作用
Q

对

社会发展进步具有标志性意义+

据了解"鲲鹏航空公司计划利用郑州地处中原的

优势"大力发展支线航空航班"逐步构建以郑州机场

为中心的
I

小时航空飞行圈+从
5GG8

年开始"鲲鹏航

空计划投放飞机
7

架" 开通
8!IG

个城市航班1

5GG9

年计划投放飞机
H

架"再增加
IG

个航班"初步建成以

郑州机场为枢纽的航线网络1

5GIG

年再投放飞机
9

架"累计飞机架数达到
I6

架1

5GI5

年
!5GI8

年"飞机

至少
I5G

架"逐步确立郑州机场空中枢纽的地位+

对于网友提出的&郑州是交通枢纽"公路%铁路

都非常强"但航空却相对弱"我们该如何发展航空'

的问题"该负责人表示"郑州作为全国重要的铁路%

公路交通枢纽"加快郑州机场的建设和发展"把郑州

打造成为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社会各界有着强烈的

愿望+ 省委%省政府将郑州机场作为综合交通体系

建设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了&中原崛起%交通先行"

枢纽建设%民航优先'的发展战略"在郑州新郑国际

机场的发展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国家民航总局已

经把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确定为国家八大枢纽机场之

一+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在战略上也制定了&三步走'

计划"即!旅客吞吐量排名
7

年进入全国二十强"

"

年进入十五强"

9

年进入前十强+

对于河南航空的现状"该负责人说"目前全省共

有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洛阳机场和南阳机场三个民

用机场+ 今年上半年"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旅客吞吐

量首次进入全国二十强" 完成旅客吞吐量
56I*6

万

人次"同比增长
IH*I6R

"高出全国平均增长率
H*AR

近
IG

个百分点"旅客吞吐量增长率在全国
5H

个重

要机场中位居第五"保持了较快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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