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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管委会曾透露!将在
今年下半年开通免费电动观光车" 不
过!因项目推进需要多方协调!郑州市
民要想乘电动观光车游览郑东新区!恐
怕要等到明年下半年了"

今年
$

月!郑东新区管委会透露!郑
东新区首批免费电动观光车将在下半
年开通!先期开通

%

条城市观光线路!分
别是

&'(

环线#龙湖南区环线#龙子湖外
环线!每条线路基本运行车辆为

%

台"

可如今已到
)*

月份!电动观光车还
是没见踪影!到底今年能不能开通$

昨天!有市民提出了这件事!郑东新
区管委会答复说! 郑东新区免费电动观
光汽车项目运营计划由郑州市工业和信
息化委员会% 以下简称市工信委&统一牵
头负责"经与市工信委协调!最终确定郑
东新区投入车辆

+"

台!开通线路两条!分
别是

&'(

环线和龙子湖外环线"

今年
,,

月初! 郑东新区管委会根据
河南省电动汽车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
公室#郑州市政府和市工信委#郑州市
财政局的统一安排!已与宇通集团签订
了购车合同!目前正在进行车辆外形设
计#车身生产和电池生产"

据宇通集团介绍!整车生产预计到
-.,,

年
/

月份完成" 根据车辆生产进度!

预计明年下半年郑东新区免费电动观
光汽车能够投入运营"

上趟车晚点误了下趟车
这种情况给不给改签

铁道部新规第二天 部分误车乘客仍能幸运改签

铁道部修订后的' 铁路旅客
运输规程(已经实施两天了"

新规规定!除因病等情况并
持有医院证明等特殊原因!站长
同意后可以在开车后

-

小时内办
理改签外!普通列车火车票改签
须在开车前办理"

但记者昨日在郑州火车站
看到!一些延误火车的乘客!还是
幸运地办理了改签或退票手续"

洛阳的大学生小刘为了到安阳
找工作!昨天买了当日由洛阳至安阳
的联程票!中途在郑州换车"

洛阳到郑州的车次为
01$2

!郑州
到安阳的车次为

0%1.

"

本来到郑州站后! 小刘有近
+

个
小时的时间换车!但因为

01$2

次列车
晚点

+

个多小时!小刘到郑州后!往安
阳的车已经开走了"

无奈之下! 他来到改签窗口!试
试能不能改签车票"

) 我知道新规定实施了! 但是我
没坐上火车!是因为火车晚点!不是
我的责任" *小刘说"

在改签窗口!小刘碰到了很多因
01$2

次列车晚点造成改签的人"郑州
火车站工作人员得知原因后!很快为
他们办理了改签手续"

下午
$

点
*.

分! 张先生急匆匆地赶到
改签窗口!来不及擦擦满头的汗!就立马
站进了等候的队伍"

他本来买好了
+*

月
*

日
3*//

次列车的
车票!准备去广州!却在路上遭遇了堵车!

没能赶上火车"

) 乘客迟到车票作废*的新规!他已经
从报纸上得知了" 没想到!自己就遇上了
这样的情况"

) 姑且一试吧!能改签最好"如果不行

只能再买一张票了" *

张先生购买的这张车票价值
%$+

元!

如果再买一张!他这一趟花费不菲"

改签窗口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先生 !

他因为自身原因没赶上火车而要求改
签!必须找值班站长签字同意"

张先生简单说明了迟到的原因后 !

值班站长就签字同意了! 让他改签或者
退票" 最后!在支付了票价

*.4

的手续费
后!张先生顺利退了票"

<=>?@AB CDEFGHIJK

) 我这次很幸运!还能退票!但估计是
因为新规定刚实施! 车站会有些变通!还
给退票" *不过张先生认为!新规还是不太
合理"

) 像铁路这种和老百姓出行息息相
关的行业!要改规定!首先也得进行个听
证会吧!铁路部门有点不近人情" *张先
生说"

和张先生一样不认可铁道部新规的
市民不在少数"记者在火车站地区随机询
问了

).

人!均认为新规不合理"

) 这有点霸王条款的味道" 新规定里

头!只是片面地规定乘客要做什么!根本
没把乘客的利益放在眼里" *等待购票的
李女士说"

) 谁没个急事儿呢! 就算晚点了!火
车站也应当为乘客提供便利! 毕竟乘客
掏钱买票了" * 同样等待购票的孙先生
说!) 这就是+ 霸王条款,!我们耽搁了!火
车票就作废! 那火车晚点

-

小时的话!他
们是不是应该给我们退票并补偿$ *

昨日下午! 记者到郑州火车站值班
站长处! 询问新规的实施情况! 但被告
知-) 有规定!我们不能接受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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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郑州网评考核!变) 温柔*了
只涉及

))

月份进行网络事项答复的
5-

家单位
相关负责人称!网评还在完善中!) 变脸*是为了让考核更有针对性

免费乘观光车游东区
明年下半年) 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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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下拨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共

/)5

万
元! 用于解决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口粮#

衣被#取暖#建房等基本生活困难问题"

昨天!民政局传来此消息"

自
6

月下旬! 民政部门抽调部分人
员!组成调查组!入户核实今冬明春生
活需救助人员家庭情况" 经初步统计!

需口粮救济
272)

万人
5..)

吨. 需衣被救
济
-755

万人
-785

万件.需伤病救济
.71-

万
人" 根据灾情!我市决定拨付自然灾害
生活补助资金

/)5

万元"

按照要求!此次下拨资金主要用于
帮助解决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口粮 #衣
被#取暖#建房等基本生活困难问题.财
政#民政部门要加强合作!共同管好#用
好救灾资金.救灾款物的发放要实行民
主评议#登记造册 #张榜公布 #分类救
助!不得平均分配或预留资金!不得以
慰问金形式发放"

郑州下拨
/)5

万元
补助受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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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机会捐出) 生命种子*

吗$ 这周六!来河南人民会堂广场吧"

)-

月
/

日是第
-/

个国际志愿者日 !

省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红
十字会等单位! 将于

)-

月
$

日
8

-

..9))

-

5.

!在河南人民会堂广场举行无偿献血
和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等活动"

如果你年龄在
)89$/

岁!身体健康!

有献血经历!对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
和过程充分了解! 并得到家人支持!在
本省有固定住址或工作单位!就可以加
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为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因为从加入资料库到实现捐献可
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本次招募活动
暂不接受在校学生#外来务工者等流动
性大的人员"

欲参加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市民!须
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和献血证" 报名咨询
电话

:.%1+;2/6$-8$1

"

据悉!中华骨髓库河南省分库
-..5

年
)

月正式成立! 目前有
276

万名志愿者
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加入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

--..

多名志愿者与患者
配型成功!

)11

名志愿者成功捐出) 生命
种子*! 其中

8

名志愿者挽救了新加坡#

美国#阿富汗等国患者的生命"

这周六
) 生命种子*招募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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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月开始!郑
州市政府每月初都要设网评窗口对各单位的办
事效率进行考核"昨日河南商报记者发现!网评
窗口) 变脸*了"

打分的对象不再是
6.

家政府及公共服务部
门! 而是

))

月份涉及网络事项办理回复的
5-

家
单位"每个单位所附案例中不仅有投诉内容#原
登载网址!还有相关部门的回复"

有网友揣测!) 变脸* 是因为上月排名式的
考核方法太刺激!这次换了温和一点的"

此次网评为什么要) 变脸*$ 是否有削弱考

核力度之嫌$成绩差的单位将如何处理$就这些
问题! 河南商报记者采访了主管网评的郑州市
政府办公厅文电处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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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评中公布的被考核单位的答
复事项! 均是通过

<<=&

和一些网络论坛收集而
来的" 有变化!是因为网评考核尚不完善!还处
于不断摸索阶段!这样做!对各单位的考评会更

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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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会排名" 最终的处理结果要
视考核情况而定!现在大致已经定了"

~��N

���²³)�´®0b%µ ¶·� ¸0

�¹wtº!"bc�

��#�»

这个我们回头可以进行调试!让大
家操作起来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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