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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州市轨道交通 5 号线市政配套工程和 7 号线一期工程部分站点施工建设对相关路段进行交通导改的公告
近期，因郑州市轨道交通建设施工需要，将对相关区域路

段进行交通导改，详见如下：
一、郑州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一期工程英才街站，位于文化

北路与英才街交叉口，施工期限：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起，工
期约为 18 个月，施工期间占用文化北路南北双向原有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过往行人、机动车及非机动车辆沿
围挡东西两侧保通路通行，待施工完成后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二、郑州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一期工程龙门路站，位于文化
北路与宏康路交叉口，施工期限：自 2020 年 7 月 5 日起，工期
约为 30 个月， 施工期间占用文化北路南北双向原有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过往行人、机动车及非机动车辆沿围
挡西侧保通路通行，待施工完成后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三、郑州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一期工程路砦站，位于大学路
与陇海路交叉口，施工期限：自 2020 年 7 月 4 日起，工期约为
30 个月， 其间占用大学路西侧原有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道，
过往机动车辆由围挡东侧保通路通过，行人、非机动车辆由围
挡东西两侧保通路通过，待施工完成后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四、郑州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一期工程王胡砦站，位于大学
南路与郑航街交叉口，施工期限：自 2020 年 7 月 2 日起，工期
约为 16 个月，其间占用大学南路南北向原有机动车道及非机
动车道， 郑航街跨大学南路段东西双向原有机动车道及非机

动车道，大学南路过往行人、机动车及非机动车由围挡南北两
侧保通路通过，郑航街过往行人、机动车及非机动车由围挡东
西两侧环岛绕行，待施工完成后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五、郑州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一期工程刺绣路站，位于大学
南路与刺绣路交叉路口，施工期限：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工
期约为 18 个月，其间占用大学南路东侧由南向北原有机动车
道及非机动车道，西侧由北向南半个机动车道，过往行人、机
动车及非机动车辆由围挡西侧保通路及原有由北到南道路通
过，待施工完成后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六、郑州市轨道交通 5 号线市政配套工程陇海西路站，位
于陇海路与桐柏路交叉口，南北向敷设，施工期限：自 2020 年
7 月 4 日起，工期约为 8 个月，其间占用桐柏路东西双向原有
机动车道，过往行人、机动车及非机动车辆由围挡东西两侧下
穿隧道辅路通过，施工完成后放行中间下穿隧道通行。

地铁施工期间，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服
从交巡警及保通员指挥，合理选择出行道路，注意出行安全。
在此期间，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感谢
您对郑州地铁建设的支持与理解!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 年 7 月 1 日

因郑州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一期工程路砦站
施工需要，近期将对汝河路（大学中路 - 勤劳街
路段）机动车道进行全幅封闭。 届时，请车辆沿
陇海路、 民安路、 淮河东路绕行。 施工期限：自
2020 年 7 月 4 日起，工期约为 36 个月，待施工
完成后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道路封闭期间，请广
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服从交警及保
通员指挥，合理选择出行道路，注意出行安全。在
此期间，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
谅解。 感谢您对郑州地铁建设的支持与理解 !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 年 7 月 1 日

关于郑州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一期工程
路砦站相关道路临时封闭的公告

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河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河南合筑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
“玖合湾小区建设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招标
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内容：“玖合湾小区建设
项目”位于荥阳市豫龙镇站南路与织机路交叉口东南
侧；占地面积 24735.43平方米；建筑面积 83999.86 平方
米；容积率 2.49；绿化率 35.17%。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
求：1、资信良好，且需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
审。 2、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
业不允许参加投标。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和
地点：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7 月 1
日 -2020 年 7 月 7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荥阳市住
房保障和房地产中心物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60259139

招标人：河南合筑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1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豫康新城 -

富鑫小区物业管理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
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
位于郑州航空港区巡航路与雍州路交叉口；建筑面积
173592 .79m2，共 1#-10# 楼 10 栋楼，26416 个床位。
二、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7 月 1 日
-2020 年 7 月 7 日。 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
审。四、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空港
二路交叉口市政建设环保局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处
（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招标文件）。 联系电话：
0371-86199679，招标方咨询电话：0371-56567594。代理
机构电话：0371-68080528。五、投标保证金：伍拾万元整。
投标单位资格及其他相关要求详见《中国招标投标公共
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
豫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官网》网站招标公告。

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1日

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决定对枣园二期 - 富

航公寓物业管理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
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位于郑
州航空港区华夏大道与远航路交叉口；建筑面积 70369.71m2

（公寓面积：69813.85 平方米；商业面积：555.86 平方米）共
7 栋楼。 3#-7# 楼公寓部分床位数为 7080 个。 二、投标报名
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年 7月 1 日 -2020 年 7 月 7 日。
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四、招标文件领取地
点：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空港二路交叉口市政建设环保
局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处（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
招标文件）。 联系电话：0371-86199679，招标方咨询电话：
0371-56567594，代理机构电话：0371-68080528。五、投标保
证金：拾伍万元整。投标单位资格及其他相关要求详见《中国
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河南豫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官网》网站招标公告。

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1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无
论走得多远，不忘出发的起点，无论走了多
久，一个梦想永不变⋯⋯”记者昨日从郑
州文化馆了解到，为庆祝党的生日，郑州本
土原创歌曲《守初心担使命》已正式首发。

该歌曲由郑州文化馆馆长李桂玲作
词，郑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作研究室
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郑州市音乐家
协会副主席宋清安作曲，由郑州工程技术
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青年教师、河南省声乐
协会会员孙惠丽演唱。

谈起创作初衷，李桂玲告诉记者，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99年来，中国共
产党人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砥砺前行，攻
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共产党人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为庆祝党的
生日，在“七一”建党节到来前夕，该创作团
队精心创作了该歌曲，希望能激励更多人
努力拼搏，勇往直前。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文
郑马公司/供图）昨日，两位重量级嘉宾
——河南工程学院体育系副教授李雯
娟、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体操中心
主任徐璐在企鹅体育进行的幼儿体操
直播课，引来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围
观。两位在运动员时代都获得国家级
运动健将称号的资深体操专家，为大家
上了一堂既趣味性十足又干货满满的
幼儿体操课程。随着这次直播的结束，
2020年河南省线上亲子体育活动暨郑
州市幼儿体育活动月系列活动也圆满
收官。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为了
积极引导广大幼儿青少年家庭重视体育
锻炼，提高幼儿青少年身体素质和抵抗
力、免疫力，河南省体育局6月份在郑州
等5个地市开展了线上亲子体育系列活
动。由郑州市体育局和郑州报业集团承
办、郑州郑马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
责运营的郑州市幼儿体育活动月活动于
6月1日儿童节当天正式启动。

活动坚持趣味引导，通过视频展示
和线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参与人群主要

是幼儿及其家长。活动正式启动后，得
到了郑州市众多幼儿园和幼儿家庭积极
响应，于是各种有创意、有趣味的亲子体
育活动“闪亮登场”，有母子搭档，有父女
同场，客厅、阳台、院子……都成了亲子
体育活动的场所。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里，共有 800多个幼儿家庭参与线上视
频展示，拍摄了充满童趣、活力十足的亲
子体育视频。

本次幼儿体育活动月期间，郑州市
体育局还邀请了在幼儿体育运动领域里
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战经验的嘉宾，在
企鹅体育平台开启了三期视频直播，给
幼儿及其家庭普及亲子体育相关知识，
引导大家科学健身、趣味健身。三期直
播课程包括篮球、足球、体操三个普及程
度高、深受少儿喜爱的运动项目。截至
6月 30日下午 2时，活动的线上直播和
视频展示吸引了超过33万人次观看，更
有众多幼儿家庭通过朋友圈、抖音等平
台分享本次活动的内容和体验。

在今年的特殊情况下，此次系列活
动在郑州掀起了一场“线上亲子运动”的
热潮，在“娃娃”心中种下了运动的种子。

新华社电 距日本东京都知事选举
不到一周时间，奥运会成为各位候选人
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与现任知事小池
百合子主张按时举办的主张不同，其他
多位希望较大的候选人主张东京奥运会
应该再次推迟或者取消。

小池认为，东京肯定能够战胜新冠
疫情，在明年夏天安全地举办奥运会。
当然，她也主张为了节省经费，奥运会应
该简化。

演员出身的候选人山本太郎认为，
由于现在还没有研发出治疗新冠的特效

药，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疫情还很严
重，奥运会应该被取消。

73岁的候选人宇都宫健儿是律师
出身，这是他第四次参加东京都知事
的选举，这位前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
认为，既然医学专家都认为明年举办
奥运会面临很多困难，应该取消东京
奥运会。

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 50％的东京
居民认为奥运会要么取消，要么再次推
迟举行，其中主张取消的受访者占
27.7％，认为应该再次推迟的占24％。

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郑州本土原创歌曲《守初心担使命》首发

体育+童趣=欢乐四溢

郑州市
幼儿体育活动月收官

东京奥运会还办吗？
东京都知事选举候选人主张不同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华）记者
昨日从河南省文化馆获悉，今日上午9:00，
“在灿烂的阳光下”——河南省庆“七一”群
众文艺作品展演将在线上直播，以文艺作
品的形式为党的九十九华诞献礼。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河南
省文化馆精心策划了此次展演，期望通过
网络展演的形式与大家共同回望中国共产
党成立99年来的丰功伟绩，用音符和舞蹈
表达群众对党的无限热爱和真挚礼赞，展
现新时代下河南省在经济社会建设各方面

取得的新成就、新面貌。
此次演出堪称异彩纷呈，涵盖歌舞、舞

蹈、戏曲、曲艺等多个艺术形式。表演者大
多数为我省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佼佼者，也
不乏虎美玲等知名表演艺术家。河南省文
化馆群星艺术团表演的开场舞《在灿烂阳
光下》将拉开演出的序幕，接下来，歌曲《把
一切献给党》《追梦路上》《东边看日头》，舞
蹈《老街新花》，歌舞《江山》《我和我的祖
国》，戏曲《村官李天成》《红灯记》选段，曲
艺《杨书记买羊》等节目将一一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