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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 郭宁 责编 史海山 责任美编 郭晗 校对 刘学恩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刘远怀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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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

温馨提示：本栏目对所有信息的手续都严
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一条信息的真
实性，请读者在使用本栏目信息时认真核
实相关资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因本栏目
信息导致的一切经济纠纷自行负责。

分类信息在今日
的A12版

声 明 公 告

广告热线
13526798286
037155001366

广告热线：55001366 QQ办理：2032982743/291528985

声明公告
地址：紫荆山路商城路交叉口西南角金成国贸大厦1309室

代
办
点

英才街花园路：136 0765 6385
黄河路经八路：158 3719 9170
经三路农业路：152 3809 3660
大石桥新通桥：180 3966 8911
城东路郑汴路：135 9884 5878
桐柏路建设路：138 3719 6183
江山路北环路：136 7365 6113

花园路（汽配大世界对面）：188 3806 1982
东风路花园路：6577 9550
金水路东明路：156 1740 0882
花园路北环、东区：6909 0360
南三环未来路：156 3970 2229
紫荆山路航海路：158 3716 6207
会展中心、郑汴路：133 3381 8309

医学院：155 1455 0860
紫荆山：130 7373 7771
高新区：151 3616 7828
二七万达：135 9842 6354
经三路北环：151 3616 7828

◆郑州市二七区西普德包饰店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遗
失 ，注 册 号 ：410103600951
961，声明作废。

通知
各股东：根据《公司章程》的规
定，河南好时食品有限公司定
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股东会，审议公司营
业期限延期事项。特此通知。

◆河南久安物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
A44D3CJ9T）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郑州中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2
5583039169）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启航货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
A3X53A79G）营业执照正本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真银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公 章 丢 失 ，声 明 作 废 。

◆本人刘寒冰遗失由航美正兴
科技园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开具的航美智慧苑 9
号楼 2 单元 902 层首付款发票
（不含税）1张：发票号码：1178
3340，金额：168388元。如因此
收据丢失产生的任何经济纠纷
均与航美正兴科技园有限公司
无关，由本人负责。特此公告。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鼎新
运中超市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副本遗失，证号：41012210
7965，特此声明。

◆西华县豫达通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法人朱亚东（编号：41160
10069404）名章丢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河南黄东机电设备
维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5MA9FKG165K）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5678
万元减少至100万元，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王金玲：412825199702202986，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0001541
110000002019023384，声明作废。
何 璐 璐 ：411104199001130026，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0001541
110000002021009134，声明作废。
李 玉 芬 ：411122196707084120，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2000241
110080002015048909，声明作废。
张 安 娜 ：411122198812282523，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0001541
110000002019002781，声明作废。
杨 俊 涛 ：411122198008114019，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2000241
110080002015086334，声明作废。

◆项城市泰源粮油购销有限公
司（代 码 ：91411681MA9FYJ3
2X1）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郑
万铁路河南段项目部财务专
用 章 变 形（4101030136149），
声明作废。

◆许昌市建安区军要饭店（代
码：92411023MA47BTLC16）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T410826935，姓名：武彦
希，出生日期为2019年12月6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编号：R410222851，姓名：付晨
汐，出生日期为2017年7月28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城市快速路对城市交通来说非常非
常重要，想让车主走快速路，首先要创造
一个畅通的通行环境。”刘学鹏说。

不过，郑州交警也提醒广大车主，想
要快速路既快又畅通，光靠警方努力还不
够，希望各位驾驶人都能遵守标志标线、
不随意变道、正确使用转向灯、开车不打

手机、不“龟速”行驶；发生轻微交通事故，
快撤快赔；出行前查看路况，主动避开高
峰时段出行。

此外，针对郑州市早高峰西向东方
向、晚高峰东向西方向交通压力大的特
点，郑州交警也提醒广大车主尽量错峰出
行、绕路出行。

今年6月以来，郑州快速路平均车速增长9.3%，城市快速路快起来的背后是什么？

有800多个摄像头“帮忙”
民警最快1分钟就能到现场

城市快速路，是大多数郑州市车主出行的必
经之路。曾经拥堵的快速路让不少车主“望而却
步”，但如今郑州市的快速路正逐渐快了起来。

郑州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郑
州交警”）发布的快速路通行大数据显示，今年6
月以来，早、晚高峰时段城区快速路交通拥堵指
数下降8.5%，平均车速增长9.3%。城市快速路
快起来的背后是什么？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进行了探访。

9月 6日，郑州交警发布郑州快速
路通行大数据，今年6月份以来，早、晚
高峰时段郑州城区快速路交通拥堵指
数从 1.581降至 1.446，下降 8.5%；平均
车速从 52.131公里/小时提升至 56.976
公里/小时，增长 9.3%；郑州城区快速
路交通拥堵警情下降41.2%，交通事故
警情下降 7.4%，全市快速路网拥堵情
况得到明显改善。

5月份以来，高峰期城市快速路沿
线拥堵警情，实现了连续三个月下降，
民警平均到场时间，从近 10分钟压缩
至 5分钟以内，道路通行效率明显提
升。

快速路逐渐“快起来”，是不少车
主的共同感受。郑州市民王先生家在
花园路刘庄附近，上班在东三环金水
路，为了避堵连霍高速曾是他的常走
路线，但遇到恶劣天气、疫情防控，有
时候高速也走不成，只好堵在快速路
上。

不过，现在他开车敢走快速路了，
“以前我真不敢走，特别是早晚高峰就
停那一动不动，现在最多十分钟民警
就到现场，堵也不会堵死了。”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了解到，

快速路逐渐畅通，是郑州交警通过对
交通事故“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及时
撤离”的结果。

9月 7日下午，郑州交警的交通指
挥中心大厅内，工作人员正在忙碌。
15时 13分，金水立交南口南向北方向
发生两车剐蹭事故，1分钟后交警赶到
现场进行处置，5分钟后事故车辆撤离
了现场。

“车主还没有报警我们的交警就
到了。”交通指挥中心视频巡查岗辅警
郭现萍告诉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借助“智慧交通公共服务平台”看到某
路段拥堵后，他们会通过高位摄像头
查看拥堵原因，并通知辖区民警及时
赶到进行处置。

这样的高位摄像头，在郑州市区
（绕城高速、连霍高速、京港澳高速合
围区域）有 800多个，通过高位摄像头
可以做到快速路“全域可视化”，及时
发现警情及时进行处理。

“以前没有摄像头，发现拥堵只能
派人到现场看咋回事，效率比较低工
作量也大。”交通指挥中心副主任刘学
鹏说，现在高位摄像头可以做到及时
发现。

拥堵警情早发现、早处置

9月7日15时至16时，郭现萍的视频巡
查记录表上一共记录了4起事故，民警最快
1分钟就赶到现场，最慢也只需要10分钟。

为何出警速度这么快？刘学鹏介绍，
为了确保拥堵治理效果，交通指挥中心不
断强化勤务与指挥工作的融合互通，实现
拥堵警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恢复”。

指挥中心接到警情后，会立即调派铁
骑队员，3~5分钟就可抵达现场，15分钟
内处置完毕，充分发挥铁骑快速、灵活、精
准的特点。

“不仅我们局指挥中心有视频巡查
岗，各支队的交通指挥室我们也要求有视
频巡查岗。”刘学鹏说，早晚高峰期间因为

事故较多，主要由各支队自行发现处置，
平峰时段则由局指挥中心进行调派。

“早晚高峰期间高架桥周边都有待命
的拖车，随时准备清障。”刘学鹏说，快速
路上堵车时后方车主无法像地面层一样
掉头绕行，需要快速清除障碍恢复畅通，
否则容易引发大范围拥堵和次生事故。

据了解，郑州市公安局交管局交通指
挥中心目前梳理了市区城市快速路上的
25处交通事故高发点段，并在高峰时段设
置清障车待警点，发现事故、故障车辆影
响快速路通行的，先拖移至不影响通行的
地点临时停放，待高峰期过后再拖移至涉
案停车场。

交通更畅通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郑州市快速路逐渐快起来

你上过快速路吗？
有啥感受？扫码一起
聊聊吧

郑州交警交通指挥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