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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丰收节

制图董思秀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9月迎来中秋节，新增农民丰收节，我市限行安排有什么变
化？昨日，郑州交警公布9月份限行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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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PU稳固后帮 不崴脚：后帮采用TPU强力加固，
给双脚提供稳定支撑，保护脚踝不易扭伤。

2.松紧可调鞋扣 不勒脚：鞋腰处松紧扣设计，一拉
一扣，两秒系带，还能自由调松紧，不勒脚。

3.高弹飞织鞋面 防泼水：飞织提花鞋面，防泼水设计，避免溅水时
快速湿鞋，游玩更放心。

4.抗菌透气鞋垫 不臭脚：拥有立体新风透气系统，镂空飞织鞋面，
三维高密度透气孔结构，高分子抗菌透气鞋垫。吸汗排汗不捂脚。鞋
垫内含抗菌因子，抑菌防臭。

5.耐磨防滑鞋底 不怕滑：鞋底采用耐磨橡胶贴片，4段反向锯齿防
滑纹，牢牢抓地不怕滑。

不崴脚

不勒脚

防泼水

不臭脚

不怕滑

郑州地区60岁以上退休人员免费领取

物资一空调鞋、物
资二50个鸡蛋 （夫妻
同时报名）

1.所有领取人员必须
是60岁以上离退休人员，
仅限本人领取，不能代
领，每人一双，每户两双。

2.所有报名人员请
携带身份证和退休证亲
自办理报名。

3.所有领取人员请
先到店报名登记姓名、电
话，待物资到达后统一时
间、地点、分批发放。

4.所有领取人员请
携带此报样办理报名。

5.领过本单位任何物
资的谢绝再领，报名只限
200个名额。

■温馨提示物资一 空调鞋
老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人过 45岁就发现身体机

能开始下降，有时候还疲劳或者没有精神，这说明您需
要加强锻炼身体了，而一套适合您的全新运动套装必不
可少。本活动特向郑州地区6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免费
发放夏季新品空调鞋。

夏季新品空调鞋五大特点：

活动时间：9月3日
早上8时30分~12时
下午2~5时（仅限活动当天报名）
咨询电话：0371-63216317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丰产

路西北角财富广场4号楼14层1401室
公交线路：
1.经三路丰产路公交站（在经

三路上）
乘 坐 158、209、21、2、80、98、

B15、B18、Y10 路下车路对面
2.丰产路经三路公交站（在丰

产路上）
乘坐 2、Y10、B18 路下车向东

100米丰产路经三路西北角
3.农业路经三路公交站（在农

业路上）
乘坐158、186、209、21、30、900、

98、B18、B53、S106、S168、S159路

物资二 50个鸡蛋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
发明电〔2017〕12号）和《郑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实施机动车限行措施

的通告》（郑政通〔2017〕42号），今
年9月22日至24日中秋节、农民丰
收节期间放假调休，共 3天。十一
国庆长假前夕，9月 29日和 9月 30

日（星期六、星期天）上班。9月29
日 (周六)按周四限行规定，限行尾
号4和9；9月30日 (周日)按周五限
行规定，限行尾号5和0。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昨日，记者从武陟县政府通
告获悉，继上一年度补助通
行费之后，自2018年9月1日
0 时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24
时，豫 A牌照小型 ETC客车
行驶武陟县至郑州绕城高速
相关站点之间，可继续享受
通行费双向补贴政策。

补贴实行先收费后补贴
运作模式，即车主缴纳通行
费后原则上 2个工作日内将
补贴返还到储值卡 ETC 账
户、记账卡 ETC绑定的借记
卡或信用卡银行账户，并在

补助返还后 1个工作日内向
车主短信通知补助金额。

需要注意的是，享受补
贴的必须是豫A牌照小型客
车（7座以下，含 7座），使用
ETC设备通行付费，双向行
驶郑州（沟赵站、西三环北
站、惠济站、文化路站、花园
路站、柳林站、东三环北站、
科学大道站、豫龙站、中原西
路站、陇海西路站）至武陟，
且在武陟境内嘉应观站、小
徐岗站和武陟站（农信大道）
相互之间上下站时间间隔一
小时（含一小时）以上。

本月迎中秋节+农民丰收节
这份限行日历送给你
国庆节前，9月29日(周六)、30日(周日)分别按周四、周五限行规定

豫A小客车往返郑州至武陟高速
本月起继续享受通行费双向补贴

大巴装家用空调？真新鲜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
实习生 许子初 通讯员 喻
文勇 文/图）8月 31日 10点
30分，安阳高速交警支队执
勤民警在大广高速滑县收费
站发现一辆安装家用空调的
豫A大巴。“干了十多年的交

警，头一次见到大巴装家用
空调。”

大巴司机解释，原车空
调坏掉，维修麻烦又费力，正
好单位有一台空调闲着，就
直接装到车上。

民警说，加装空调挡住
了后视线，还增加用电负荷，
可能引起车辆线路发热，依
据《机动车登记规定》“不得
擅自改变机动车有关技术数
据”相关条文，对该车司机进
行处罚，责令其立即拆除，恢
复原状。

（仅限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