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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1年3月14日
想在郑州办理结婚登记，可以
吗？近几日引发热议的 3月
14日能否办理结婚登记的话
题，在郑州“靴子落地”——3
月4日，郑州市民政局下发《郑
州关于婚姻登记处加班办理结
婚登记的通知》，明确指出，为
满足广大群众对美满姻缘的期
盼和追求，郑州市民政局研究
决定，3月14日（周日）各婚姻
登记处加班办公，预约办理结
婚登记。

通知中提到，2021年3月
14日因寓意“一生一世”，已成
为舆情热点，众多新人希望在
这一天登记结婚，并通过多种
渠道向市民政局反映，请求加

班办理结婚登记。郑州市民政
局研究决定，3月14日（周日）
各婚姻登记处加班办公，预约
办理结婚登记。

通知要求，要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周密部署，合理安排，
严密组织，精心实施；扎实做好
预约登记，为有效避免人员聚
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各地婚
姻登记机关要开展网上预约和
电话预约服务，根据预约工作
量，合理安排加班人员，落实疫
情防控要求，有序办理结婚登
记；妥善安排人员调休。各婚
姻登记处在保障日常工作正常
开展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妥善
安排3月14日加班办理婚姻
登记的工作人员调休。

此前，有网友在人民网地
方领导留言板中留言，希望当
地民政局能在2021年3月14
日（周日）加班帮他们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了却想在“寓意一生
一世”的“好日子”结婚领证的
愿望。对于这对准新人的建
议，当地民政局回复“不予加班
办理婚姻登记”。

网友建议民政局 3月 14
日加班被拒的话题冲上微博热
搜，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对
此，不少网友赞同，表示：找
到合适的人远比选一个好日子
重要。也有网友呼吁有关部门
可以实行弹性办公、错峰轮
岗，让上班族不再为“请假去
领证”发愁。

本报讯《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3月1日起
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一
部航空经济区创制性地方
立法，《条例》的实施具有重
大意义。连日来，顶端新
闻·大河报记者走访郑州航
空港区相关委局，了解贯彻
执行《条例》的新谋划。

据了解，《条例》共有
10章64条，包括总则、规划
与建设、产业与发展、投资
与贸易、金融与财税、开放
与合作、人才与保障、监管
与服务、法律责任、附则。
记者了解到，航空港实验区
目前已成立专班，共梳理权
责事项 5000 余项，其中 3
月 1日起可实施的权责事
项达4000余项。

在连日来走访时了解
到，各相关单位根据《条例》
进行了积极梳理、谋划。

比如，在关于“人才引
进”方面，航空港实验区起
草完成了《关于实施双鹤湖
人才计划 建设人才强区的
若干意见》《关于实施“产业
人才扶持计划”的若干措
施》《关于实施“高层次人才
引领计划”的若干措施》等
政策，这些政策将适时发
布。

在企业群众办事方面，
航空港实验区以“一件事、

一张网、跑一次、不见面”为
目标，以“一件事”集成服务
为引领，以政务服务“一张
网”为支撑，以第三方评估
为检验，大幅提高政务服务
事项“一网通办，一次办成”
比率。

在对外开放方面，口岸
局谋划出台三个政策：跨境
电商扶持政策、口岸经济扶
持政策和综保区发展扶持
政策；建设三个园区：推进
跨境贸易小镇、冷链产业园
区、综保区配套产业园区建
设；争取一个试点：争取跨
境电商进口药品和医疗器
械监管服务试点。

据了解，郑州航空港实
验区自2013年 3月7日获
批以来，经济社会实现了快
速发展，2020年地区生产
总值突破千亿大关，达到
1041亿元，全区建成区面
积达到101平方公里，全区
进出口总额达到约4447亿
元。《条例》的落地实施，不
仅有效解决了航空港实验
区建设发展中的管理体制
不顺畅、法律地位不明确、
权力责任不清晰、先行先试
无依据等问题，还将前期探
索形成的一些经验做法固
定下来，实现立法与改革相
衔接，用法治手段保障全区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注意】京港澳高速这段易
堵车

以前，每逢节假日，京港澳
高速新郑段691公里与机场高
速互通处是易堵点。近期，不少
车主注意到，非节假日的每周
日下午，该路段出现车流量大
甚至堵车排队的现象。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据省
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有关负责
人介绍，首先是到新郑机场乘
坐航班，返回郑州市区以及往
北向（安阳北京方向）的过境车
流量非常大。其次是由兰南高
速、商登高速、安罗高速、盐洛
高速等多条高速通行的车辆也
向此汇聚。从而导致每到周日
下午4时 30分到晚上7时 30
分通行压力骤增，极易引发京
港澳高速新郑段南向北方向交
通拥堵。

为此，省公安厅高速交警
总队党委高度重视，迅速成立

工作专班，综合研判车流量大
数据，专项治理。比如，提前引
导车辆绕行，加派警力疏堵保
通，科学施划标志标线，严查非
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等。

【提醒】避堵绕行，这样返
郑更顺畅

●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
到郑州市区或新郑机场的车辆
绕行路线：

首选绕行路线：到郑州市
区车辆沿京港澳高速继续向北
直行转郑州西南绕城高速，再
回到郑州机场高速从郑州南站
下站，可有效避免在京港澳高
速新郑段691公里转机场高速
变道时与直行车辆汇聚在一
起，影响通行效率。这样走比京
港澳高速新郑段691公里直接
转机场高速节省4.75元，因为
郑州号牌的小型客车走这个路
线从新郑到郑州市区是免费

的，而走机场高速是不免费的。
绕行路线二：可提前从京

港澳新郑双鹤湖站下站走华夏
大道到郑州市区或新郑机场；

绕行路线三：到郑州市区
的车辆也可转商登高速向西到
新郑新村收费站下站走107国
道或郑栾高速（郑尧高速）到郑
州市区；

绕行路线四：沿京港澳高
速继续向北直行到航空港北
站、圃田站或郑州新区站下站
到郑州市区。特别提示：郑州号
牌的小型客车走这个路线从进
入新郑第一个ETC龙门架开
始到京港澳高速郑州沿线各收
费站下站的这一路段是免费
的，而走机场高速是不免费的。

绕行路线五：到郑州市区
的车辆也可转商登高速向东，
走安罗高速向北到郑民高速或
连霍高速向西到郑州市区或回
到京港澳高速继续北行。

●周口南向北走安罗高速
转商登高速或商丘东向西走商
登高速到新郑机场或郑州市区
的车辆绕行路线：

绕行路线一：从商登高速
新郑园博园站下站走华夏大道
到郑州市区或新郑机场；

绕行路线二：到郑州市区
的车辆沿商登高速继续向西到
新郑新村收费站下站走107国
道或郑栾高速（郑尧高速）到郑
州市区；

绕行路线三：当商登高速
东向西转京港澳高速车流量大
时，安罗高速南向北车辆及商
登高速东向西车辆，走安罗高
速继续向北到郑民高速或连霍
高速向西到郑州市区。

●郑州机场高速新郑段北
向南转京港澳高速车流量大通
行缓慢时，可提前绕行郑州西
南绕城高速转京港澳高速向南
或前往周口方向车辆可继续向
东转安罗高速向南。

本报讯 荥阳广武镇后
王村张先生家种植了20亩
菠菜，却出现了滞销的现
象，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卖
不出去，着实让人着急。

顶端新闻·大河报2月
24日刊发该新闻后，引发
广泛关注，很多热心读者得
知消息后，纷纷致电本报新
闻热线 0371-96211 表示
愿意帮忙购买菠菜。

3月4日，记者从张先
生儿子处获悉，目前他家菠
菜已经销售过半，在感谢大
家的同时，还希望热心市民
能够帮助他。

当天下午，记者再次联
系到了张先生，他说，经过
媒体关注报道后，陆续接到

很多购买菠菜的市民电话，
也有专门开车过来采摘的
市民，截至目前，大概卖了
10亩菠菜，对此他表示感
谢。他告诉记者，他家种植
的是趴地菠菜，营养丰富，
物美价廉，超市几元一斤，
他家菠菜每斤3角。

“菜农种菜都不容易，
能帮一把是一把。”一位买
菠菜的女子告诉记者，能尽
自己最大努力帮到他，心里
也挺开心的。

该村村干部丁先生在
受访时说，了解村民张先生
家情况后，村里和镇政府相
关部门正在积极做宣传，联
系企业等，用实际行动帮助
他家销售菠菜。

3月14日郑州可办理婚姻登记
民政局已下发相关加班通知，提醒准新人仍需提前预约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蔡君彦

京港澳高速新郑段易堵车，
怎样绕行不堵还免费？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邵可强

近期，京港澳高速新郑段车流量持续攀升，多条
高速车流在此汇聚，导致每周日下午这里成为易堵车
点。如何确保车辆顺畅返郑、安全通行？省公安厅高
速交警总队对该路段进行专项治理。同时，高速交警
规划出多条绕行线路，提供给车主。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条例》施行

4000余权责事项已可实施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新昌 通讯员 杨宇

荥阳一村民家20亩菠菜滞销
本报“帮办”后已销售过半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吕高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