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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区政府要求，定
于 2021年 11月 18日至 2021年 12月 5日期间对长安大
道地下通道（长安大道与顺德路交叉口）路面沉陷工程
进行施工，为确保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施工期间需对
长安大道（清风路至大香山路段）和顺德路（兴平路至
望湖路）进行封闭。

长安大道（清风路至大香山路段）断行时间为2021年
11月 19日至 2021年 11月 25日；顺德路（兴平路至望湖
路）断行时间为2021年11月19日至2021年12月5日，请
过往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在施工期间从育英路、崇文路、
大香山路、清风路、祥云路、龙翔大道等道路绕行。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新城区建设和环境保护局

平顶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021年11月19日

关于长安大道中段（清风路至
大香山路段）道路断行公告

□记者 邢晓蕊 刘蓓

本报讯 一名乘客乘坐公
交车时不配合防疫工作，在车
上大吵大闹，导致车辆无法正
常运行，多亏民警及时化解了
难题。11月17日上午，22路公
交车驾驶员白君杰等人把一
面写有“人民公安真心为民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的锦旗送
到市公安局湛河分局河滨派
出所，向民警表示感谢。

“要不是民警及时相助，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白
君杰说，11月9日上午11点多，
她驾驶22路公交车途经陶寨
站牌（火车站方向）时，一位老
汉上了车，她发现老人出示的
健康码打印日期是9月2日，
早已过了7天有效期，便要求

老人按规定打印新的健康码
后再乘车。老人一把摘下口
罩，拒不下车。“我和乘客们都
劝说老人戴上口罩，但是他啥
都听不进去，还用头去撞车
门。”白君杰看到老人情绪过
激，担心出事，向公司领导汇
报情况后，便拨打了110求助。

很快，河滨派出所民警朱
聚发、杨建平等人赶至现场。

“乘客是一位70岁的老人，当
时就躺在公交车上，情绪很激
动。”朱聚发说，其他乘客无
奈，都坐下一班车走了，“我们
询问他的姓名、住址等，老人
都不肯说。”劝说老人良久，无
果，民警只得把老人带离公交
车，使车辆恢复正常运营。

老人脖子上挂着一张公
交卡，民警通过公交卡信息得

知他是新华区焦店镇人，并在
其随身携带的包中发现其本
人身份证和精神病情况的证
明。随后，朱聚发立即联系焦
店镇派出所值班民警，对方又
联系老人所在村党支部书记核
实情况。最后，民警驱车把老
人送回村里，其家人看到老人
安然无恙，对民警连连道谢。

市公交公司有关负责人
说，希望大家在乘坐公交车时
都能自觉配合防疫工作要求，
按规定佩戴口罩，并出示绿色
健康码。不能出示电子健康
码的乘客（老年人、学生等群
体），需持社区卫生服务站开
具的健康通行卡（有效期 7
天）或出具彩色打印的健康码
绿码（有效期 7 天），刷卡乘
车。

乘客不遵守防疫规定被民警“请”下车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我代表全市所
有网约车司机发出倡议：弘
扬劳模精神，立足岗位创新
功；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
跟党走；遵守行业规范，共建
驾驶新风尚。”11 月 17 日上
午，在全市“工会进万家·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
服务月活动暨网约车司机集
中入会仪式上，网约车司机
代表宋殿卿宣读了倡议书。
当天，共有 542名网约车司
机加入工会组织，成为工会
新会员。

此次活动在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新兴路“呼我出行”
平顶山分公司院内举行，市
总工会、市交通运输局、市客
运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和全市
4家网约车企业的 100名网
约车司机代表参会。

仪式现场，市总工会向
新成员送出多重温暖：发放
工会会员证、100 份爱心礼
包慰问品（含水杯、洗漱用
品、防疫物品）、100册图书，
送出 542份意外保险，并为
100名网约车司机参会代表
开展了法律咨询、心理咨询
及义诊。

网约车司机成为工会新成员

●11月16日下午，全市
妇联系统工作视频会议召
开。各级妇联将持续开展

“佑未来护成长”困境女童关
爱专项活动、“巾帼科技创新
服务团”活动等，深化“五美
庭院”创建，做好“两筛”“两
癌”民生实事，推动我市妇女

儿童事业发展。 （燕亚男）
●11月16日上午，舞钢

市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
仪式在舞钢市朱兰街道辖区
举行。该联合会的成立进一
步加强了道路货运行业的管
理，有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 （吕占伟）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市招办 11 月 18
日发布消息，下半年自考
毕业申请工作于 11 月 29日
9：00 至 12 月 1 日 18：00 进
行，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登录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考生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
请。

按照要求，自考考生申
请毕业必须符合下列五个条
件：考完专业考试计划规定
的全部课程，并取得合格成
绩；完成规定的毕业论文（设
计）或者其他实践性环节考
核课程，并取得合格成绩；所
取得的学分达到专业考试计

划规定的要求；经有关单位
鉴定思想品德合格；申请自
学考试本科专业毕业的考
生，需持有具有学历教育资
格的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或
以上）学历证书。

市招办提醒，考生登录
服务平台进入申请毕业界
面，须填写本次申请毕业专
业及联系电话，按要求填写
或上传相关信息和材料，在
平台上进行微信绑定。严禁
培训机构或学校团体替代考
生申请毕业，委托培训机构
或他人代理申请毕业未成功
等原因所造成的后果，由考
生本人承担。

下半年自考毕业申请
办理时间确定

□记者 刘蓓

本报讯 11月 18日上午 10
点半，我市法院举行执行案款
集中发放仪式，向申请执行人
集中发放近期执行到位的
2452.2万元案款，及时将人民
群众对胜诉权益的期待兑现

成“真金白银”。
此 次 执 行 案 款 集 中 发

放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各基层法院通过视
频连线方式同步进行。发
放 的 2452.2 万 元 执 行 案 款
中，涉民生 247.2 万元，涉中
小微企业 450 万元，涉金融、

租赁、建设工程1755万元，均
是在法定期限内的执行案
款。

据了解，今年 1 月至 10
月，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执行
案件32750件，结案25201件，
结案率76.95%，执行到位金额
41.73亿元。

我市法院集中发放执行案款2452.2万元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11 月 18 日，记者
从市自来水公司获悉，当天早
上5点，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
施工，南水北调水源置换工程
DN1200mm 原水管道碰口完
工，市区供水恢复正常。

据了解，城区南水北调水
源置换工程于 11月 11日正式

开工，先是进行了 DN700mm
的原水管道碰口连接，11月 17
日开始进行 DN1200mm 原水
管道碰口连接工程，原计划用
两天时间。

“DN1200mm 管道是碰口
连接工程中管径最大的一个，
施工难度较大。正式施工前，
我们在参照DN700mm管道施
工细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人

手，采取人员轮班制、设备不
停工的方案，两组人员现场无
缝衔接，连续奋战21个小时，终
于在11月18日早上5时许顺利
完成管道碰口，比原计划提前了
27个小时。”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管网普查中心副主任黄勇然
说，随后还有3个碰口连接工
程也将陆续进行，不过基本不
会影响市区的正常供水。

南水北调水源置换工程DN1200mm原水管道碰口完工

比原计划提前27个小时

11月 18日上午，在市河滨公园里，园林工人正在清洁白马雕像。
当天上午，市河滨公园工作人员集中清洁了公园里的雕像、壁画、围栏
等公共设施，争取让游客看得更舒心、玩得更开心。本报记者 彭程 摄

擦亮公园

新闻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