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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网上出现一则消息：中泰宏观跟踪的复
工与经济高频数据显示，从复工到3月31日，北京地铁
客流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24.7%，上海恢复到 49%，深圳
和杭州同为54.5%。

3 月 31 日前后，郑州地铁单日客流已经恢复至 60

万人次左右。对应去年同期，4月2日当天客流为82.62
万人次，60 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七成左右。若考虑 5
号线因素，则为去年同期的55%左右。

仅从数据看，目前郑州的地铁客流恢复水平高于
北京、上海，与深圳和杭州较为接近。

截至3月底，深杭地铁客流恢复至去年同期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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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乐家商务酒店
(第三次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上

午 10 时在金利得拍卖中心（濮阳市京开大道
与绿城路交叉口向北 100 米路西）举行乐家
商务酒店第三次拍卖会，拍卖标的为：位于濮
阳市昆吾路与政和路交叉口的乐家商务酒店
整体资产（含酒店内设施及物品），该酒店建
筑总面积为 3600 平方米，起拍价 960 万元。
该酒店地处繁华街道，交通便利，周边店铺环
绕，学校、超市、特色美食、银行、居民小区、
农贸市场等配套设施完善。

有意竞买者请于 4 月 28 日
下午 5 点前携带身份证等有效
证件及 100 万元保证金到本公
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
日起至拍卖日前一日由各位竞
买人自行到标的所在地进行查看。

咨询电话：（0393）4625118 13949736267
联系地址：濮阳市京开大道与绿城路交

叉口向北 100 米路西
河南金利得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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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 5月 15日 10时起至2020年 5月
1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
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位于中牟县大有路东侧、
瑞丰路南侧、永胜路北侧、杨桥路西侧5
号楼 2单元 5层 502 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
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二O二O年四月十三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5 月
1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对位于郑州市中原区航海西路 29 号 8 号楼 13
层 1308 号（不动产权号：1501142250）的一套
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
“开发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
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
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4月 10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0年 5月15日 10时起至2020年 5月1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北路113号院1号楼10层344
号【不动产权号豫（2018）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300792号】的一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
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
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
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
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
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4月10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0年 5月15日 10时起至2020年 5月1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郑州市二七区新圃西街18号院4号楼6层11号
【不动产权号：豫（2017）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173575号】的一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
请见网址: http:// 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
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
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
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
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4月10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将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5 月
1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对位于郑州市二七区淮北街 4号院 3号楼 2单
元 7层 27 号【不动产权证号：豫（2019）郑州市
不动产权第 0049767 号】的一套房产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参加
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院
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年 4月 10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

上午 9时公开拍卖农机设备一批、加油卡、
手表、玉饰，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交纳
保证金 5 万元后参与竞买，竞买不成交拍
卖日后7日内保证金全额无息退回。

展示时间、地点：拍卖日前、标的物所
在地

公司地址：安阳市美华快捷酒店
联系电话：18439290450、13783835888

河南安信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14日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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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 沈威 责编 崔莉莉 责任美编 郭晗 校对 马聪
城市生活

疫情防控期间，钱杰最牵挂贫困户、老人等特
殊人群。他组织村两委干部认真制定“一户一方
案、一人一措施”，为贫困户、孤寡老人及时送去口
罩、医用酒精、大米、食用油、鸡蛋等生活用品。

面对疫情，钱杰个人带头为村级疫情防控捐款
1000 元。当得知县医院医用酒精短缺时，他多方
奔走，紧急联系供应商，带着自己千方百计筹措来
的250千克医用酒精来到第二人民医院，又为巴集
乡卫生院送去 50 千克医用酒精；当听到因疫情临
床用血量大大增加，而疫期无偿献血人数骤减时，
他又星夜兼程赶到献血站献血。

复工后，郑州地铁客流已经从2月10日的5万多人次增加到4月10日的超60万人次

郑州地铁工作日日均客流
已达去年同期七成

河南商报记者 左冬辰/摄

观察城市复工、经
济恢复情况，地铁客流
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据郑州地铁集团
提供的数据，2 月 10
日，郑州复工首日，4条
地铁共有 5.75 万人次
的总客运量。4 月 10
日地铁客流升至62.89
万人次。不考虑去年
同期 5 号线未开通因
素，眼下郑州地铁工作
日日均客流已达到去
年同期的76%。

河南村支书钱杰春节开启“抗疫模式”

泡面配根火腿
就是他的“抗疫”午饭

每天天色未明，他就出现在村头检查口，和值守
党员一道劝阻行人；夜幕降临，他又逐一核查隔离户
居家隔离情况……

春节期间，周口市人大代表、郸城县巴集乡程楼
行政村村支书钱杰第一时间投身战“疫”工作，当起了
村里的“门神”。

大年初一开启“抗疫模式”

大年初一中午，从乡里开会回来，钱杰就带领
村两委干部深入村组，坚持“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原则，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摸底排查。

为强化“外防输入、内防扩散”，钱杰广泛发
动党员，迅速成立党员先锋队、疫情防控临时党
支部，设立 3 个网格长，全村 22 名党员日夜奋战
在交通卡点、防疫知识宣传等岗位上，24 小时执
勤值守。

每天天色未明，钱杰就出现在村头检查口，和
值守党员一道劝阻行人；夜幕降临，他还逐一核查隔
离户居家隔离情况……与钱杰搭档的驻村书记刘
金伟说：“他没有一餐是准点吃的……连续几天的午
饭都是在卡点吃碗泡面配一根火腿肠。”

“一户一方案”为贫困户送生活用品

工作日日均客流 恢复至去年同期的76%

2月 10日，郑州启动复工。至 2月 14日，首个工作
周，郑州地铁线网总客运量为 27.68 万人次，日均只有
5.5万人次。

复工第二周（2 月 17 日~21 日），郑州地铁客流仍
不温不火。情况在第三周（2 月 24 日~28 日）迎来转
机，当周，郑州地铁日均客流达到 11.8 万人次。第四
周（3 月 2 日~6 日）日均客流达到 22.2 万人次，呈现出
倍增趋势。

3月 9日，地铁客流大涨至 33.42万人次，比前一日
大增15万人次，是除夕（1月24日）以来单日最大客流。

不过，因为 3月 11日郭某鹏事件的爆出，次日地铁

客流大跌12万人次。
此后，在日均30万人次上下保持两周后，地铁日均

客流在第七周（3月23日~27日）冲至日均50.9万人次，
接近去年同期六成。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3月19日，
郑州餐饮开始恢复堂食。

4月 7日~10日，这是郑州复工后的第 9个工作周。
与上周相比，日均客流增加3万人次至64.5万人次。

至此，郑州地铁工作日日均客流已经达到去年同
期的76%。不过，若考虑地铁5号线客流在线网总客运
量中约 30%的比例，郑州地铁工作日日均客流只接近
去年同期的六成。

周末“逛吃”的节奏 可能还没起来

周五客流相比前4个工作日有明显增长，并与周六
持平，周日出现小幅回落。这是梳理对比去年春节假期
之后2个月客流，得出的如今郑州地铁客流的一大规律。

而2019年3月4日~8日，前4个工作日客流基本在
85 万人次上下，周五达到 110.21 万人次，周末分别为
111.79万人次、102.38万人次。

对比今年复工以来的周五、周末数据可以看到，这
种周末“逛吃”的情况目前还没出现。

或许，这些数据并不能反映当下郑州市民的真实
生活，因为在疫情阴云尚未散去之时，市民只是尽可能
不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而已，比如周末的时候选择近距
离出门逛。

目前，郑州地铁工作日日均客流已达去年同期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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