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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热线提醒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报道，8
月 9 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
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一、第二批
生态文明建设专项中央预算内投
资计划已下达我省，4.38亿元中央
预算内投资计划用于28个项目。

据介绍，此次国家发展改革
委下达我省的两批生态文明建设
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涵盖
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和污染治理、
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两个方

面，重点加大了对欠发达地区，
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深度贫困地区的资金支持力度，
旨在引导支持社会资本投入生态
文明建设，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
和改善。

其中，封丘县李庄社区一期
浅层地热能清洁供暖项目等15个
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和污染治理方
向项目，获得2.42亿元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周口市东新区污水

处理厂一期工程等13个城镇生活
污水垃圾处理方向项目，获得
1.96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两批计划的项目纳入全国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监管体
系。该委将组织实施中央预算内
投资项目在线监测，定期对本批
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在一定范围
内公开评价结果，并作为后续投
资安排的重要参考。

河南生态文明建设获投资计划4.38亿元

本报记者 姚广强 赵改玲

近日，本报有关解放路改扩建工程
（普济路—东苑路）于8月份开工的消息引
发市民普遍关注。不少市民通过多种方式
询问解放路改扩建工程的相关情况。就市
民普遍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市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

管线同步施工 提升生活满意度

解放路改扩建工程是焦作绿色交通世
界银行贷款项目，以安全交通体系为目
标，构建以“公共交通、人行、自行车”
为主导的多元化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打造“以人为本、环境友好”的城市内部
以及旅游景区之间综合一体化的交通系统。

解放路修建于1990年，至今约30年，
基本达到设计使用年限，路面破损严重，
大修迫在眉睫。此外，解放路地下管线复
杂，老化严重。特别是供水管线，有些修
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8 月 6 日，解放路管
线协调会上明确，在解放路项目实施阶
段，涉及管线单位要统一部署，随道路施
工统一实施管线新建、改建等工程。

解放路改扩建完成后，附近居民的用
水、用气、用电等方面将得到有效保障，

还将有效减少后期破路次数。

分段分期施工 尽可能降低影响

解放路合同工期14个月，计划安排施
工工期 12 个月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8
月），计划分五个阶段施工，采取分幅分段
跳跃式施工，尽可能减少因施工对市民生
产、生活带来的影响，保证市民出行方
便，并预留消防通道、救护车道和应急抢
险车道。

第一阶段：山阳路—东苑路快车道、
普济路口4个导流岛施工计划，计划工期
25天。

第二阶段：普济路—新华街，工程内
容包括雨水管道、污水管道、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路灯，计划工期 3
个月；群英河桥梁施工，计划工期 8 个
月；瓮涧河桥梁施工，计划工期 8 个月；
东苑路—山阳路人行道，计划工期20天。

第三阶段：新华街—青年路、塔南路
—成丰路，工程内容包括雨水管道、污水
管道、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
路灯，计划工期3个月。

第四阶段：青年路—塔南路，工程内
容包括雨水管道、污水管道、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路灯，计划工期1.5
个月。该路段群英河桥施工完成后即施工

东西两侧车行道。
成丰路—山阳路，工程内容包括雨水

管道、污水管道、机动车道、非机动车
道、人行道、路灯，计划工期1.5个月。该
路段瓮涧河桥施工完成后即施工东西两侧
车行道。

第五阶段：整理竣工资料及项目收尾
工作，完成竣工验收，计划1个月。

完善相关方案 减轻交通压力

解放路改扩建期间，将通过完善施工方
案和交通组织方案，提高施工点、段的通行
能力，尽量避免因施工引起的交通拥堵。

要满足施工作业控制区沿线居民、单
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出行需求。优先采取修
建临时便道等方法，降低占道施工作业对
交通的影响。占道施工路段允许通行的车
道满足安全通行的最小宽度要求。

交通分流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驾
驶员根据交通诱导，自觉自主分流；二是
驾驶员按照交通管制措施的规定、现场禁
令标志的限制，选择其他路径，尽量减少
交通拥堵带来的通行压力。

施工单位根据施工进度将相关路段、
路口封闭等信息提前通报给市公交集团，
以便该集团合理制订线路绕行方案，并及
时向社会公告，尽可能降低因道路施工对

公众出行的影响。

多项工程同建 提升“颜值”和功能

据介绍，解放路改扩建工程中的道路
工程、桥涵工程、雨污水工程、照明工
程、绿化工程，将有效提升道路承载力、
提高通行能力，让解放路的“颜值”得到
显著提升。

道路工程：普济路—解东二小，快车
道砼路面加铺沥青混凝土面层；解东二小
—东苑路，快车道挖除重建；普济路—东
苑路，慢车道、人行道挖除重建，人行道
铺设透水砖。

桥涵工程：群英河桥、瓮涧河桥拆除
新建，瓮涧河桥增加慢车道和人行道。

雨污水工程：建成后实现雨水、污水
分流，原来是雨水、污水合流，不能满足
现有排水量及环保要求。

照明工程：原有路灯将拆除新建，照
明效果将大大提升。

此外，现有的部分公交站台将改造成
公交港湾，会大大增加市民候车的安全
性，方便乘车。

看了以上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的答
复，您是不是对解放路改扩建工程更加期
待？为了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大家就以
实际行动为该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吧。

功能增 “颜值”升
更绿色 更安全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就解放路改扩建工程详细答复市民问题

问题提出：张女士
问题陈述：听说每年都有一批外贸项目能

获得国家和省里的扶持，我想咨询一下，外贸
中小企业开拓市场及企业维护国际市场公平竞
争环境项目资金支持的范围有哪些？

行动记者：李 秋
行动结果：针对张女士提出的问题，记者

近日采访了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据该负责人
介绍，2019 年上半年支持外贸中小企业开拓
市场及企业维护国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项目
资金申报工作已经启动，我省将对企业 2019
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实施完成的境外专
利申请、商标注册、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
证、境外展会等费用给予资金支持。贸易摩
擦涉案企业为维护国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积极参与反倾销、反补贴应诉等应对国际贸
易摩擦活动，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形成初裁结果或后续裁定结果的，对
其发生的律师费、诉讼代理费、咨询费等给
予资金支持。需要注意的是，我市企业须在
8 月 22 日完成网上申报、8 月 28 日完成纸质
材料申报。具体可到各县 （市） 区商务部门
进行咨询。

哪些外贸项目可获资金支持

昨 日 ，
记者从市气
象 局 了 解
到，根据最
新气象资料

分析，本周我市以多云或晴
天天气为主，前期有一次降
水天气过程，后期气温将逐
渐 升 高 ， 最 高 温 度 可 达
36℃。预计本周降水量少于

常年同期。
我市今日至后天具体天

气预报如下：14日，多云间
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偏
东风 2～3 级，气温 22℃～
33℃；15 日，晴天间多云，
西南风2～3级，气温23℃～
35℃；16 日，晴天间多云，
偏 东 风 3 级 左 右 ， 气 温
22℃～35℃。 许明霞

本周前有阵雨后有高温

8 月 13 日，从郑州市公
安局未来路分局传出消息，
该局民警近日破获一起盗窃
手机案，并抓获 3 名犯罪嫌
疑人。值得注意的是，犯罪
嫌疑人在盗窃手机后，还盗
刷一名受害人支付宝财产 6
万元。

那么，如果手机被人偷
走，如何防止手机被盗刷
呢？郑州反虚假信息诈骗中
心民警提示，三个方法可保
财产安全。

方法一：设置 SIM 锁。
在手机设置界面有安全和隐
私项，大家可以找到 SIM 卡
的保护锁。只要设置了这种
保护锁，当手机重新开机时

就需要输入 PIN 密码解锁，
而这个密码是犯罪分子无论
如何都破解不了的。

方法二：在第三方软件
平台及时挂失。如果手机一
旦失窃，那么微信和支付宝
绑定了银行卡的手机用户，
尽量在第一时间挂失自己的
支付宝和微信账号。这样，
在手机用户重新激活账号之
前，微信和支付宝是无法进
行交易的。

方法三：设置软件锁。
微信和支付宝为了提升自己
的安全等级，在使用这些软
件的时候可以设置密码。密
码可以是数字，也可以是手
势，甚至是刷脸。大 河

手机被偷后支付宝被盗刷6万元
民警教你如何防盗刷

夏季，家中的采暖设施处
于闲置状态。为了即将到来
的采暖季采暖设施能安全、平
稳运行，供热部门提醒，用户
应从清洗、检修、保养三个方
面对采暖设施进行维护。

具体该如何做？
首先，如果家中使用的

是暖气片，需要趁着停暖的
这段时间，对散热器进行彻
底清洁，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在清洁时千万别使用任
何种类的有机溶液；如果家
里使用的是地暖，在停暖后
需要对其进行全方面的清
洗，及时把管路中形成的污
垢、杂质和细菌等彻底清
除，以防止管路内形成的沉
积物造成管路栓塞，影响下
个采暖季正常使用。

其次，要检查暖气片、管
路是否漏水，并及时更换问题
采暖设施。对于在供暖季出

现不热、焊缝或连接处渗水、
排气阀安装位置不恰当、表
面变形严重等问题的散热
器，应找专业安装人员检查
和维修。对于超期使用的散
热器和不节能、不环保的散
热器，建议及时在非供暖期
更换，更换时要选择安全性
高、节能环保和使用寿命长
的散热器。

最后，说说保养问题。为
保护用户采暖设施，延长使用
寿命，在非采暖季，最好对供
热管网进行“湿保养”，也就是
满水保养。满水保养可以隔
绝氧气，降低水中含氧量，防
止发生氧腐蚀，减缓散热器内
壁腐蚀速度，保护散热器。用
户在做完清洗、检修工作后，
要对采暖设施打压注水，确认
室内采暖设施充满水后，关严
室内排气阀及系统进出水总
阀门即可。 梁智玲

非采暖季
别忘保养家中的采暖设施

本报讯（记者姚广强）“牧野路延
伸扩宽改造工程已经建设了一部分，
被确定为市政府重点工程，会继续推
进……”“关于降低医院用水、用气、
用电价格的建议，我们已经反映给相
关部门……”8月13日，在市人大代表
建议办理座谈会上，市住建局相关负
责人分别向市人大代表杨孟凯、陈靖
靖等答复关于他们提出的建议的办理
情况。

市人大代表李涛、杨孟凯、陈靖
靖、王红等应邀参加了座谈会，听取了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关于他们提出的建
议的答复。

杨孟凯非常关心牧野路延伸扩宽改
造工程，在听取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的
答复后感到满意。她说，希望市住建局
把这项民生工程办好，给附近居民的出
行带来方便。

陈靖靖说，她提出的有关集中供暖
管道维修的建议得到了落实，很满意，
并为市住建局的为民意识点赞。

据了解，市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以来，市住建局共收到人大代表批

评、意见和建议 14 件，目前已全部办
理完毕。

市住建局党组书记琚晓留表示，非
常感谢市人大代表对住建工作的关注和
支持，市人大代表的建议很有针对性，市
住建局非常重视，及时现场调研，详细了
解情况，尤其是涉及民生的问题，能解决
的尽早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要向市人
大代表解释清楚。住建人会继续把市人
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作为改进工作的重
要抓手，办好民生实事，提高服务水平，
为精致城市、品质焦作建设作出贡献。

市住建局答复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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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洋洋）日前，市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督导
组对南水北调受水区焦作供水配套工程
府城线路设计变更2标段项目工地进行
了突击暗访，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通
报。

在接到整改通知后，该项目负责人
快速作出反应，积极落实整改项目，将
大门处“三员”责任牌按规填写；将工
地周围破损的围挡更换一新，并覆盖苫

盖网；对工地内路面、裸露黄土统一铺
设苫盖网；将风化破损的苫盖网统一更
换；对该项目东侧100米处的裸露黄土
用苫盖网重新铺设覆盖。

该项目负责人表示，目前，该项目
的土方作业已结束，只剩个别管道阀门
井和焦武路路面恢复工程。下一步，其
将按照规定严格施工标准，落实环保要
求，为推进生态文明、美丽焦作建设贡
献一分力量。⑨

该项目工地内的路面全部覆盖苫盖
网。 本报记者 李洋洋 摄

南水北调府城线变更项目工地积极配合督查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