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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记者探访郑州市领导分包的积水点改造工程!

改造完成的$处积水点
" 泡#了一夜$都没积啥水

市政称$% 雨情&不是太大$尚不能完全检测出工程的% 成色&

%

月
&'

日晚$郑州市委'市政府网络发言人"
(()*

&发布消息$郑州市领导分包的积水
点改造已有

$

处完工(

改造后$还会不会积水) 经过一天一夜的连续降雨后$昨天下午$商报记者对这
$

处积
水点进行了走访$没发现一处有积水*

对此$郑州市市政设施维护建设有限公司养护分公司经理赵铭权并不乐观* 他说$这
场雨并不大$还不足以检测出这几处积水点改造工程的" 成色&*

" 过去$这里就像没下水道一样* &附近居民王先生说$好好的下水
道$怎么一到雨天就像患了" 肠梗阻&$没啥作用了呢)

赵铭权说$科学大道施工时$过往大车特别多$它们经过后留下了不
少沙土* 遇到雨天$这些沙土全冲进了下水道里$导致下水道被堵死*

" 清理这几个下水道$挖出了
+

大堆泥沙$有人还以为谁的拉沙车在
这儿翻了呢* &赵铭权说$如今下水道已彻底疏通*

与此同时$施工人员也在每个收水井旁增加了一个收水井$加大了
收水量$遇到一般降雨$周边不会形成积水*

提起这里的积水$路口商店的李女士气不打一处来*

" 上次下大雨$我的盆子+马扎都漂走了* #李女士说$如果不是反应
快$店里上千元的香烟就真的% 泡汤#了*

那一夜$躺在床上$她感觉自己就像睡在船上$而周边是% 洪湖水$浪
打浪#*

虽然新改造的积水点经受住了小雨考验$但李女士并不乐观$她认
为在暴雨之下$这种改造近乎苍白*

赵铭权说$这里的雨水和污水管道$都进行了改造和新的衔接$但是
遇到强降雨$还是不敢保证*

开锁具店的陈先生说$上次下雨$门口马路上的水都淹到膝盖了*

% 幸好店的位置高$不然也泡在水里了* #陈先生认为$目前这种改造
方式$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如果多用些粗水管就好了*

赵铭权说$这边的管道已经加粗一倍$雨水也直接引进旁边的熊儿
河* 不过$这些只能称之为临时措施$绝不是长久之计*

地势低洼$是这两个路口积水的主要原因*

附近市场商户王女士说$前段时间下大雨$市场里面全是水$用了七
八台水泵$而抽出的水全跑到低洼的南三环与京广路交叉口了*

赵铭权说$以前路口两边没有收水井$雨水只能在路面横流* 如今增设
了收水井$一般的降雨$周边不会受影响$但强降雨天气$还是效果不大*

一汽车销售公司的保安王先生说$遇到大雨$天伦路就成了% 天伦河#*

这条长仅
"

公里的天伦路$地下管网居然是封闭的两节$往西与花园
路管网不通$往东与中州大道也不相连$而且在中间部位还% 断头#了*

% 地下管网不通$路面的水自然没地方流* #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养护五所副所长扶涛涛说$如今$这条路下的管网东西已实现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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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两条" 民生通报&!

查看积水点 赵建才$点半就出门了相关新闻

现场探访
改造进程

西三环
1

西三环与老俩河交叉口
9:;<=>?-.

航海路石柱路积水区域
2

客技路
@AB;<=CD>EFGDH-.

航海路石柱路积水区域
3

石柱路
IJKL=M>DNOPQ

南三环
4

南三环与京广路交叉口
南三环

5

南三环与郑平公路交叉口
RSTUVWXY.Z

天伦路
6

天伦路东段, 黄家庵路
7

中州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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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持续一夜的降水$致使郑
州市区降雨量达

--9$::

$ 造成了部
分路段积水$个别道路通行中断*

赵建才一行经建设路' 金水路'

未来大道 '中州大道 '北环路 '花园
路'人民路'京广路'陇海路'航海路'

大学路等路段$ 对市民比较关注的重点
积水点进行了一一查看*

在中州大道与北环路交叉口$ 积水
已有

+;

厘米深$ 赵建才当即打电话给市
政相关负责人$ 要求相关市政人员立即
到现场处置*

昨日下午
+

点多$"

(()*

& 还公布
了" 今日市政防汛情况通报&*

通报中说$

%

月
,+

日下午气象机
构预报夜里有中到大雨$郑州市政府
就连夜安排部署防汛工作*

%

月
,-

日早
$

点$市政管理处防汛
抢险队员开始上路巡视积水情况*截
至昨日下午

+

点$ 部分路段出现小处

积水$但不影响交通通行* 市政管理处防
汛抢险队员全体上路巡视*

据悉$以上两条消息$都是"
(()*

&昨
日及时公布的*

郑州市政府办公厅文电处的一位工
作人员说$ 今后关系民生的类似情况通
报一定还会继续出现$ 并将有可能形成
常态$" 这些通报宁多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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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夜的大雨 $

郑州会不会汪洋一片)

"

(()*

&说 $昨天早
上
$

点半$郑州市市长赵
建才'副市长张建慧'市
政府秘书长张学军就出
门查看积水点了$ 并进
行了现场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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