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外地出租车郑州揽客一事!记者随机采
访了

!"

位市民" 多数市民认为!无论是外地出租
车还是本地出租车!只要能为市民出行带来方便
就是好事"

市民陈女士说! 她经常乘坐郑开公交去开
封!一旦时间赶得紧!也会选择乘坐开封出租车!

# 快捷!方便$%

市民吴先生则认为!这些揽客的出租车确实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但相比较公交车!出租车
的速度会更快!而且和别人拼车后!价钱也不贵"

昨日下午! 记者联系到了郑州市客运管理
处稽查队"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客运管
理条例!开封出租车可以在郑州拉& 回头客$回
开封!但绝不允许在郑州从事异地运营%& 在郑
州如果有单趟的上和下!才叫异地运营!是不允
许的% 在郑州上!到开封下!就不叫异地运营!客
运管理条例还没有完善!这个管不了% $他说%

该工作人员说! 由于这些出租车经常在客
运站门前乱停车'揽客!他们也会经常去清理和
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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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京广路陇海路交叉口南!营救老孙的
现场!整个路面几乎全部被挖开"

几乎每隔几分钟!都能听到有人喊& 看到了$'

& 手露出来了$! 等待救援的救护车随之亮起红灯!

老孙的家人抱着席子直直地盯着前方大坑! 可是!

当铲车轰鸣着继续开挖!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下午!老孙终于被找到了"

!#

时许! 消防队员用安全绳捆住老孙的腰
部!另一端绑在铲车上!铲车一拉!老孙在被埋
了
$!

个小时后!终于被& 救$了上来"

郑大五附院的急诊医生表示! 老孙上来时
就已经不行了!直接被送进太平间"

读者林先生想问!这帮农民工兄弟施工时有
防护措施吗(

& 没有% $和老孙一起干活儿的孙五成很肯定
地回答% 他说!不仅这次没有!自己从事地下铺设
管道这一行!已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在有防护的
情况下操作%

孙五成说!其实!在施工最初!就知道要铺设

的水管上方有污水管道!而一有水!塌方的可能
性就比较大!& 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渗水! 而且还
这么严重$%

让他疑惑的是!这种地下铺设的污水'雨水
管道都要经过严格的高压避水试验! 确保不会
漏水才投入使用的! 为什么施工处的污水管道
渗水那么严重(

郑州自来水公司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李怀明
介绍说! 自来水公司主要是对此处的自来水管
道进行改线% 公司把顶管工程分包给了一个独
立的公司%

& 按照分包协议! 该公司应该按照相关的技
术标准进行安全防护%$李怀明介绍!工人施工前!

应采取防护措施!如佩戴安全帽等%由于顶管施工不
是隧道作业!所以不需要在坑道内搭起支架支撑%

李怀明称!从事故现场来看!有可能是在顶管
) 铺设管道时!把管道往里推*过程中!污水管渗
水!导致土质松软!引发塌方事故%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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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埋$!个小时!老孙被# 救$上来了

经过
$!

个小时的营
救!被埋在地下的老孙终于
被救上来了%而施工路段塌
方的原因!则成了读者最关
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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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 大女当嫁$

..

群
一天加了

!,$

人

见面会还没开!

有人先# 网恋$了

昨日 !商报# 大女当嫁 $群刚
刚开通!就有

!,$

名网友加入!有
人还在群里看好了人! 只等着相
约七夕%

而商报公布的部分优秀男女
嘉宾 !也吸引了一大批人 % 如果
想和这些嘉宾# 深层次沟通 $!就
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 !现场# 鉴
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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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商报# 大女当嫁 $

..

群刚刚
开通!就有

/

多网友要求加入!并且!一
加入就聊得热火朝天%

在这个群里!有人说起属相% 他属
鼠!她属牛% 她说!牛和鼠很般配!是上
上签%

他便注意到她! 她总是提起父母!

# 感觉她温柔孝顺!就加了她为好友% $

他喜欢孝顺的女孩!还没来得及出
口!她竟说!# 我愿意跟公婆同住% $

他愣了愣! 告诉她!# 只为这一句
话!我就知道!你是我要找的女孩% $

两个人聊得投机!群里便有人喊着
要吃喜糖% 她说+# 让我们不好意思% $

看过了对方照片! 两人都觉得满
意!说好了!在七夕活动上相约见面%

不过!在
..

群里聊天的!也要记得
向商报正式报名! 好获得当天活动的

# 准入券$%

需要提醒的是! 这个号码是个群
号% 昨日下午两点!就有一个

!$

岁小男
生加进了群% 他说自己很尴尬!自己的
..

号竟和# 大女当嫁$的群号一样!结
果很多人加群时却加了他%

面对未成年小朋友!群主只有十分
纠结地将他# 请$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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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将于
)

月
!,

日晚截止! 想要参
与的抓紧时间% 另外!如果有才艺需要
展示!请报名时告知!我们将为你提前
准备%

报名条件+ 年龄
*$0,$

岁 ) 女性* '

*$0#$

岁) 男性* !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 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

报名邮箱 +

12343514367489:241;

32<

% 邮件中!请注明自己的工作单位'

职务与月收入!并附上照片% 当然!欢迎
你写下自己的简介与爱情宣言%

报名方式 +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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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到郑州市金水路
与经五路交叉口中青大厦

(

楼河南商报
社现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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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出租车来郑# 抢生意$(

郑州市客运管理处+按相关规定!出租车不能从事异地运营

近日!郑州市金水路德亿大酒
店门前的郑开公交车站附近!来了
不少# 不速之客$% 据市民反映!# 不
速之客 $ 其实是十几辆开封出租
车!停在车站周边揽客 !不仅影响
客运秩序!还跟本地出租车司机抢
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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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

时许 ! 记者在金水路
郑开公交车站门前站了半个小时 !前
后有十几辆挂着豫

>

车牌的开封出租
车到此拉客%

# 开封'开封% $一名开封出租车司
机站在车站门前!高声吆喝着揽客% 闻
其声!车站工作人员从站内跑出来将其
撵走%

见状!旁边的一名郑州出租车司机
嘟囔了一句+# 把他们全撵走!省得在这
儿抢生意% $

司机王师傅说!今天早上交警和客
运管理处的人曾来过这里!很多开封出
租车司机闻讯都跑了!# 以前这里每天
都会有十几辆开封出租车揽客!特别是
周末!数量有几十辆% $

# 生气但又无奈% $王师傅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 开封出租车在站前拉客!如
果是郑州人到开封!一般开价是每人

*"

到
,"

元不等!如果是开封人则开价
!"

元
到
!$

元不等% 一次拉上三四个人!一天
下来拉上几趟!收入就有四五百元%# 开
封出租车一来!本地出租车生意被抢走
不少% $王师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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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开公交车站朱站长表示!他不赞同外地出
租车在车站门口揽客!也不赞同本地出租车揽客%

朱站长说!他每天都能听到外地出租车司
机在车站门前大喊# 开封'开封$!# 原本要乘坐
城际公交车的客人!反而被他们喊走了% $

但客人被外地司机喊走几个倒也不是什

么大问题!朱站长看重的是!出租车司机揽客影响
客运管理秩序%

在朱站长看来!乘坐城际公交的市民进站前都
会对随身携带的包裹进行安全检查!但出租车揽客
后!安全问题成了隐患!# 没人管理他们!上车一般
不给发票!万一出事!谁来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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