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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三环将添两个配套项目

金水路、
商都路将下穿 107 辅道
编辑/杨超

随着 107 辅道的竣工，
郑州市的东三环也向东迁移了。近日，
记者从郑州市城乡规
划局了解到，
东三环(107 辅道)快速化工程将新建两个配套项目，
商都路、
金水东路将下

北两侧为绿化带。107 辅道以东规划红线宽度为 100 米。道路主线设计速度为每小时
50公里，
辅道设计速度为每小时40公里。

穿东三环。
该工程采用
“主线隧道+地面辅道”
的主辅形式，
下穿隧道起点与站南路平交，
连续
金水东路下穿 107 辅道隧道工程，
被规划为城市主干路。路线西起中兴路（包含中

下穿 107 辅道、
圃田西路后继续向东延伸，
过志学路与现状博学路平交。隧道全长 980

兴路口），
东至王新街，
全长约 1670 米，
规划红线宽度为 80 米。下穿隧道全线分别与中

米，
其中暗埋段及镂空段全长 495 米，
西侧敞口段全长 235 米，
东段敞口段全长 250

兴路、
107辅道、
圃田西路、
王新街相交。

米。其中东、
西敞口段的道路均分为地下和地上两部分。其中地下部分为双向六车道，

主线隧道总长约 1268 米，
该工程将实现不止一次下穿。另外，
在 107 辅道东侧设
置一对上下匝道，
上匝道位于主线隧道的北侧，
下匝道位于主线隧道的南侧。
商都路下穿 107 辅道隧道，
也被规划为城市主干路，
路线西起站南路，
东至博学路，
工程全长1649.81米。107辅道以西道路规划红线宽度为100米，
实施宽度为83米，
南

地上两侧各有三车道的机动车道。商都路隧道暗埋段道路分为地下隧道和地面道路两
部分。其中隧道内为双向六车道设计，
双向车道被隔离设置。

此次规划的公示时间截至 11 月 14 日，
市民如有疑问可拨打 0371-67188527、
67188508向郑州市规划局交通规划处反映。

官渡黄河大桥主桥桩基施工完成

107国道将东移

官渡黄河大桥是国道 107 改线的咽喉工程，
近日记者从中牟县交通局获悉，
107 国
道官渡黄河大桥主桥桩基和承台施工已经完成，
预计将于 2019 年 11 月底竣工通车，
届
时，
107国道也将正式东移。

11月底建成投入使用。
据悉，
郑州境内的 107 国道经历多次东移，
由最初的中州大道向东迁移至 107 辅
道、
四港联动大道，
最终又东移至万三公路。官渡黄河大桥位于黄河滩区，
北侧位于新乡

官渡黄河大桥及引线项目全长 31.775 公里，
黄河大桥桥长 7377 米，
其中中牟境内
长 14.88 公里。项目采用一级公路标准，
双向八车道，
时速 100 公里，
大桥路基宽度 41

原阳县大宾乡，
南侧在郑州市中牟县。由于该桥与历史上官渡之战遗址只有 20 公里左
右的距离，
因此命名为官渡黄河大桥。

米，
引线路基宽度 34.5 米，
该工程总投资约 39.1 亿元。起点位于原阳县，
途经中牟县万

目前，
随着官渡黄河大桥的施工，
在万三公路基础上升级的 107 国道工程也在加紧

滩镇和雁鸣湖镇，
在万滩镇十里店村南，
与 S312 线（新 107 至四港联动大道连接线）交

施工。官渡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后，
东扩后的 107 国道也将通车。中牟、
原阳两县之间建

叉，
设置互通式立交，
到达项目终点。2016 年 11 月底开工，
工期 36 个月，
计划 2019 年

黄河大桥，
将消除黄河滩区交通运输发展瓶颈。

父母：
后悔没有早了解
孩子：
后悔没有早去学
11 月 19 日方太集团联合张怡筠博士解密亲子情商教育
编辑/朱军

孩子总爱乱发脾气怎么办？孩子不爱学习，
写作业很拖拉怎么办？孩子不够自信

通过家庭教育提高孩子情商，
让孩子一生受益。

见人就害羞怎么办？孩子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父母如何做才能确保孩子健康

张怡筠博士曾任央视《开学第一课》，
湖南卫视《变形计》，
东方卫视《幸福魔方》，
上海

快乐地成长？心理学研究发现，
情商影响孩子的一生。在家庭教育中，
父母最重要的角

电视台《心灵花园》等节目之心理顾问、
嘉宾主持。全国首档儿童情商教育节目《情商魔

色是孩子的
“情商教练”
，
帮助孩子培养情商能力。不良的教育模式和环境模式可能是导

法课堂》之总策划及嘉宾主持，
近年来，
专注青少年及幼儿之情商教育。相信在现场将为

致孩子
“情商低，
以及其不能健康快乐成长”
的罪魁祸首。

郑州的家长们带来精彩的亲子情商教育课。

11 月 19 日，
方太 2017 用户持续关怀计划会员专场郑州站活动将在永和伯爵酒店
举行。届时，
方太集团联合著名心理学家、
情商教育专家张怡筠博士，
将与家长畅谈如何

讲座主题：
儿童情商养成，
父母不可缺少的一课
讲座内容：
1. 情商，
为何影响孩子的一生?

2. 如何判断孩子情商高不高？
3. 情商教育的五种风格
a) 家庭情商教育魔法一：
大脑中的情商密码。
b) 家庭情商教育魔法二：
如何培养孩子的自控力？
c) 家庭情商教育魔法三：
帮助孩子成为抗挫高手。
d) 家庭情商教育魔法四：
如何教出更自信的孩子？
e) 家庭情商教育魔法五：
孩子不爱学习怎么办？
讲座时间：
11月19日(周日)14:30—17:00
讲座地点：
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21 号

永和伯爵酒店三楼（金水东路与黄河南路
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南）
乘车路线：
地铁 1 号线黄河南路站 B2 口；

公交 B18 路、
B16 路、
26 路、
47 路、
919 路、
916路至黄河南路金水东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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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后，
以收到方太工作人员确认电话通
知为准，
方太会员优先参与；
活动现场照片
可能作为宣传使用，
报名则视为许可。
）
张怡筠亲子情商教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