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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田径协会、河南省体育局、
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郑州市体育局、
郑州报业集团承办的 “郑州银行杯”
2019 郑州国际马拉松赛将于 2019
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在郑州市区
举行。 赛事期间，为确保参赛选手的人
身安全及赛事需要，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决
定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3
日对郑州市区部分道路及区域实施临
时交通管制。 现通告如下：

一、由于搭建赛事起点设施需要，
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日每天晚 8 时
至次日早 6 时，对郑东新区会展路（众
意路至九如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管制期间， 禁止一切与赛事起点设施
搭建工作无关的车辆和人员在管制路
段上通行或停留。

二、由于搭建赛事终点设施需要，
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日每天晚 8 时
至次日早 6 时，对中原区长椿路（丹水
大道至博体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管制期间， 禁止一切与赛事终点设施
搭建工作无关的车辆和人员在管制路
段上通行或停留。

三、2019 年 10 月 13 日凌晨 5 时
至中午 12 时，对郑东新区会展路（平
安大道至众意路段）、商务内环路（金
水路辅路顺时针至平安大道段， 内侧
及外侧道路）、商务外环路（金水路辅
路顺时针至平安大道段， 内侧及外侧
道路）、金水路辅路（商务内环路至金
水路段）西半幅道路、众意路（商务内
环路至龙湖外环南路段）双向、龙湖外
环南路和龙湖外环东路 （众意西路至
龙翔七街段）双向、龙翔七街（龙湖外
环东路至平安大道段）双向、平安大道
（龙翔七街至中道东路段）双向、东三
环（北三环至金水东路段）地面一层
双向、龙子湖西路和龙子湖南路（平安
大道至博学路段）双向、博学路（龙湖
外环南路至崇德街段）、九如东路（龙
湖外环路至商务内环路段）双向、九如
路 （龙湖外环路至商务内环路段）双
向、 中州大道金水立交通往临时交通
管制路段的各下桥匝道实施临时交通
管制。 管制期间，禁止一切无郑州国际
马拉松赛赛道通行权限的车辆和人员
在管制路段内通行或停留。

四、2019 年 10 月 13 日早 7 时至

中午 12 时，对金水东路（黄河东路至
中州大道金水立交段由东向西方向）、
金水路 （中州大道金水立交至花园路
段）双向、紫荆山立交二层和三层实施
临时交通管制。 管制期间，禁止一切无
郑州国际马拉松赛赛道通行权限的车
辆和人员在管制路段内通行或停留。

五、2019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8 时
至中午 12 时，对人民路（紫荆山立交
至二七广场段）双向、二七广场（铭功
路和福寿街不含本路以东、 太康路含
本路以南、顺城街不含本路以西、正兴
街和西大街含本路以北）区域、解放路
立交二层东西双向、河医立交二层、建
设路（河医立交至嵩山路段）双向、嵩
山路（建设路至中原路段）双向实施
临时交通管制。 管制期间，禁止一切无
郑州国际马拉松赛赛道通行权限的车
辆和人员在管制路段及区域内通行或
停留。

六、2019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8 时
30 分至下午 2 时 40 分，对中原中路和
中原西路（嵩山路至西四环段）双向，
以及西四环不含本路以东、 中原路含
本路以南、凯旋路含本路以西、陇海西

路不含本路以北的合围区域实施临时
交通管制。 管制期间，禁止一切无郑州
国际马拉松赛赛道通行权限的车辆和
人员在管制路段及区域内通行或停
留。

七、临时交通管制期间，需南北方
向穿行以上管制路段的车辆可经东四
环、明理路、东三环高架二层、中州大
道金水立交、未来路下穿金水路隧道、
经三路下穿金水路隧道、 紫荆山立交
一层、铭功路和福寿街、京广快速路、
河医立交一层和三层、 西三环高架二
层等道路通行。 同时，允许二七路沿街
单位及居民的车辆经二七路向北行
驶。

八、临时交通管制期间，将视比赛
进程提前解除或分时段解除部分路段
及区域的临时交通管制。

九、 请以上临时交通管制路段及
区域内的沿街单位和居民提前安排好
生产、生活出行线路，由此给市民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郑州市人民政府
2019年 10 月 10 日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在“郑州银行杯”2019 郑州国际马拉松赛期间

对郑州市区部分道路和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宇娇）记者从河
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10月9日，
交通运输部召开学习宣传贯彻
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暨交
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会
议。会上公布河南等 13个地区
入选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这标志着河南交通将迎来历史
发展新机遇，开启科学发展新
征程。

据了解，河南承东启西、连南

贯北，交通区位优势突出，是全国
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
核心区，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河南此次
成为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对
支撑河南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加
快中部崛起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可以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易复制的
样本经验。

“对标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
求，力争实现‘一流设施、一流技
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的发展

目标，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可复
制可借鉴的‘河南方案’。”省交
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河
南省交通运输厅将全面贯彻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安排部
署，围绕支撑乡村振兴、加快中
部崛起、服务中原更加出彩，加
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
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
成果和经验，为全面推进交通
强国建设当好先行。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纲要
有哪些亮点？重点作出哪些部
署？如何落地实施？记者采访
了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昌。

戴东昌说，纲要描绘了未
来 30 年我国交通行业发展蓝
图，明确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
通强国，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
成交通强国。

为了实现交通强国目标，纲
要部署了九大任务：基础设施布
局完善、立体互联；交通装备先
进适用、完备可控；运输服务便
捷舒适、经济高效；科技创新富
有活力、智慧引领；安全保障完
善可靠、反应快速；绿色发展节
约集约、低碳环保；开放合作面
向全球、互利共赢；人才队伍精
良专业、创新奉献；完善治理体
系，提升治理能力。

为确保实现目标，将开展
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推动交通发展实现质
量变革。推进出行服务快速
化、便捷化，实现都市区1小时

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
主要城市 3 小时覆盖；货运发
展多式联运，建设快货运输体
系，实现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
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
送达的物流圈；发展绿色交通，
加强土地、海域、无居民海岛、
岸线、空域等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提升用地用海用岛效率等。

二是推动交通发展实现效
率变革。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综
合立体交通网络，统筹铁路、公
路、水运、民航、管道、邮政等基
础设施规划建设，构筑多层级
综合交通枢纽体系等。

三是推动交通发展实现动
力变革。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机制，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实验室、试验基地、技术
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强化汽
车、民用飞行器、船舶等装备动
力传动系统研发；合理统筹安
排时速600公里级高速磁悬浮
系统、时速 400 公里级高速轮
轨（含可变轨距）客运列车系统
等技术储备研发等。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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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国建设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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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驶往北京的高速列车驶离郑州东站。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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