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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

按照《决定》，处于商场、超
市、电影院、会场、展馆、机场
和酒店公用区域等室内人员密
集场所时；乘坐厢式电梯和飞
机、火车、长途车、地铁、公交
车、出租车（网约车）等公共交
通工具时；处于人员密集的露

天广场、剧场、公园等室外场
所时；医院就诊、陪护时，接受
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登记
行程信息等健康检查时；出现
鼻咽不适、咳嗽、打喷嚏和发
热等症状时；在餐厅、食堂处
于非进食状态时，应当规范佩

戴口罩。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托幼机构和学校工作人员、公
共场所服务人员、快递外卖从
业人员、境外输入和污染传播
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等重点
人群，按照行业规定规范佩戴
口罩。

5月13日，郑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佩戴口罩和使用场所码的决定》，对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期间佩戴口罩和使用场所码的有关要求、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用法治力量为郑州疫情防控护航。
《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按照《决定》，场所的管理
者、经营者应当履行本场所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未按照规定采
取相应措施的，由相关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
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个人未按照规定规范佩戴口罩、
使用场所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
罚；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
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决定》明确场所经营者、管
理者职责。要求机关、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各类公共场所、经营
场所、住宅小区、建筑工地、地铁、
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等管理

者、经营者，应当主动申领并在醒
目位置张贴悬挂“场所码”，做到
“一门一码”“一店一码”“一场所
一码”；严格落实扫码登记相关规
定，安排人员负责查验，做到逢进

必扫。对于无法使用场所码的老
年人、未成年人、视障听障残疾人
等群体，《决定》不仅有力度更有
温度，要求相关场所应当提供纸
质登记等替代措施。

关于佩戴口罩
在商场、超市、电影院等多个场所要规范佩戴口罩

关于场所码
公共场所、住宅小区、出租车等，逢进必扫场所码

关于处罚
违者将承担法律责任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李娜 通讯员 付鹏辉）记
者昨日从郑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获悉，根据“2022
年度郑州市博士后招收需求
公告”，我市为博士后发出了
“求贤令”。

郑州市招收进站博士后
基本条件：身体健康，有良好
的学术道德和严谨的科学态
度。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
岁，申请进入工作站的可适
当放宽，但不超过 40周岁。
获得博士学位且获学位时间
一般不超过3年。

郑州市博士后引进支持

政策主要有：经批准设立的郑
州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省、
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设站
单位可分别享受最高 100万
元、50万元、20万元资助。给
予在站博士后生活补贴20万
元。对于博士毕业于世界知
名大学，生活补贴提高到30万
元。给予留（来）郑企业工作
的博士后安家补贴 20万元。
对于博士毕业于世界知名大
学后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安家
补贴标准提高到30万元。同
时符合河南省博士后支持政
策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博士后人才（项目）招收

工作由各招收单位组织实
施，有意者请直接与各招收
单位联系。

记者看到，此次郑州共有
59家单位招收博士后。其中，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招收人工智能与机器视
觉技术开发及在煤矿开采中
的应用方面的博士后，给出的
年薪为30万元；华夏碧水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招收博士后，给
出的年薪为20万至35万元；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给出
的年薪为20万至40万元等；
郑州市大肠肛门病医院则给
出了30万至50万元的年薪。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倩 通讯员 侯晓鹏 文/图）
记者昨日从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基于河南
省政府关于新建郑州南站战
略定位、发展前景、服务出行
等各方面的考量，以及郑州城
市框架和郑州铁路枢纽前瞻
性规划，近日，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下发通知，郑州
南站将更名为郑州航空港站，
实施日期为2022年5月31日。

据悉，当前郑州南站内
外部建设工程基本完工，设
备调试基本到位，正在根据
更名需要进行各项标识及系
统的修改。

该高铁站融合了高铁、

城际、地铁客运及快速物流
等诸多功能，投入使用后，将
与郑州车站、郑州东站共同
串联起河南“米”字形高速铁
路网和中原城市群城际铁路
网。同时，还将与新郑国际
机场联袂，构成空铁双核驱
动优越格局，有力支撑河南
省乃至整个中部地区崛起。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张倩）6月 20日起，从北
京坐高铁到郑州，最快2小时
11分。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 13日，
京广高铁建设安全标准示范
线取得重大成果，京武段拉
通试验圆满成功，6月 20日
起北京至武汉间将率先常态
化按时速 350 公里高标运
营。届时，北京至武汉间最
短运行时间压缩至 3小时 48
分，至郑州东最短运行时间

压缩至2小时11分。
据介绍，试验采用时速

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和高
速综合检测车，对京广高铁
京武段上下行轨道、桥梁、
通信、信号、接触网等进行
了综合检测，对高铁各系统
和整体性能按照时速 350公
里高标运营的要求进行了
科学验证。试验结果表明，
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关规
定。下一步进行安全评估
和工程验收后，预计 6月 20
日京广高铁京武段将率先

实现常态化按时速 350公里
高标运营。

京广高铁京武段将增加
开行大站直达高品质标杆列
车和智能复兴号动车组，推
出静音车厢、商务座提质服
务和计次票、定期票等新服
务举措。还将根据市场需
求，区分季节、时段、席别、区
段等，以优化调整后的公布
票价为上限，构建多档次、有
升有降的执行票价体系，最
低折扣六五八折、票价 410
元，旅客出行将有更多选择。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张倩）记者昨日从郑州
机场了解到，郑州至香港
的客运通道本月将恢复。
经批准，5月 26日起，国泰
航空恢复郑州至香港客运

航线。
根据国泰航空航班计

划，郑州至香港的客运航班
计划每周四飞行，其中今年
5月、6月，每月飞一班，飞
行时间为 5 月 26 日和 6 月

23 日，航班号为 CX957，机
型为 A330，郑州起飞时间
为 16时 35分，到达时间为
19 点 55 分，将是目前从郑
州前往香港的唯一直飞客
运航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成燕 文/图）春去夏至，
芳菲依旧。记者昨日从郑州
园博园获悉，即日起，该景区
恢复对外开放。

5月的园博园散发着勃
勃生机。湖畔清风吹起柔韧
的枝条，撩起水中阵阵涟
漪。成群的黑天鹅“组团”
出没，悠闲地在湖中游曳；
层层叠叠的莲叶间，鱼儿欢
快地嬉戏。月季、蔷薇竞相
绽放，随着微风散发出阵阵
清香；金鸡菊闪着耀眼的光
芒，热热闹闹地开满树丛中、

道路旁。
疫情防控期间，该园区仅

开放南门供游客出入。请您
提前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小程
序“畅游园博园”进行实名预
约，以免影响您的行程。疫情
防控期间，对来自或途经国内
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区的游
客，该景区将不予接待。

目前，行程码绿码但显
示有郑州市以外行程的游
客，需提供 48小时内核酸阴
性证明。

记者昨日还从郑州黄河
文化公园管委会获悉，根据最

新疫情防控形势，在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该景
区今日起恢复对外开放。

恢复开放期间，该园区
室内接待游客上限不超过
容载量的 50%，室外不超过
容载量的 75%；采取“预约、
限量、错峰”的管理制度，
所有进入园区人员需正确
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以
及健康码、行程码查验，暂
不接待郑州地区以外游客。

广大游客可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在
线上进行预约。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5月 4日，郑州按下“暂
停键”，各线下政务服务办理大
厅暂时关闭，市民办事主要渠
道转至线上，“郑好办”成为线
上办事的重要“窗口”。

记者从郑州市大数据管理
局了解到，5月 4日至 10日，“郑
好办”APP等线上办理渠道平稳
运行，产生群众办件 2.52万件，
办理成功 2.12 万件，办结率
84.1%。其中 5月 6日单日办件
申请量达到 6097件，当日办结
量5126件。

“我的居住证签注即将到
期，原本计划五一后到公安办事
窗口咨询，结果遇到疫情。”眼看
离签注到期越来越近，现住郑东
新区的张先生干着急。“5月5日

我在家上网搜‘郑州居住证签注’
到期该怎么办，看到新闻说通过
‘郑好办’手机上就能办，而且大
部分情况都是‘零材料’。”对照
公布的9种可“零材料”线上进行
居住证签注预办理的情况，张先
生发现自己完全符合条件。简
单操作后，张先生便完成了居住
证签注的申请。

受疫情影响，许多需要办
理郑州居住证的群众无法及时
拿到个人相关材料。为此，郑
州市大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郑好办”已于4月下旬上
线居住证签注预办理事项，在
大部分情况下只需要“刷脸”就
能办理，相比线下，打破了地
域、时间等限制。

数据显示，5月4日到10日，

“郑好办”申请居住证签注的数
量达到 3837件。与此同时，房
屋产权证明打印、居住证核发、
公积金提取等也成为“郑好办”
上群众办事需求较大的事项。

不仅如此，本轮疫情发生
前，“郑好办”上线了“场所码”自
主申领，提升了管控精度。另
外，在提升疫情期间基层管理效
率方面，平台积极开发“小区出
入证”，对郑州“健康码”进行优
化，其中“小区出入证”自5月10
日上线以来，已相继在惠济区、
高新区、二七区、郑东新区开展
试点。目前，该系统已根据社
区、居民反馈完成新一轮迭代。

截至2022年5月12日，“郑
好办”实名注册用户达到1268.7
万人，上线事项总数1822项。

■保障

■揽才

■便民

■出行

郑州立法保障“扫码 戴口罩”
在餐厅等上菜也要戴口罩 公共场所逢进必扫场所码

本轮疫情期间，最高日办件量突破6000件

“郑好办”为市民办事“不打烊”

郑州南站
将更名为郑州航空港站
目前工程基本完工，设备调试基本到位

时速350公里

6月20日起 从北京坐高铁到郑州最快2小时11分

郑州至香港26日恢复客运航线
5月、6月每月飞一班

郑州招收博士后 最高年薪50万

夏花灿烂 与君重逢

郑州园博园、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今起恢复开放

郑州园博园初夏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