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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时间段
320路区间（华南城公交

站—南四环地铁站）全程 20
公里。
华南城公交站—南四环地铁站
6:30~10:00 15:30~19:00
南四环地铁站—华南城公交站
7:30~11:00 16:30~20:00

运营间隔 15~20分钟，主
要途经华南城地铁站、富田兴
龙湾、河南纪检监察宣教基
地、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等，执行
全程一票制一元，支持公交
卡、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多
种支付方式。

自 320路公交开通以来，
客运量较大，为缓解乘客滞留
及候车时间长等问题，新通公

交公司故新增一条“320路区
间”公交线路。在试运营期间，
对其运行线路、停靠点等细节
问题反复校准，完善站牌信息，
精准定位；不断梳理运营中存
在的相关问题，认真分析总结，
进一步规范运行秩序；每天收
集客流数据，做好跟踪分析，适
时调整运力，为群众出行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得出行服务。

具体覆盖站点
320路主要覆盖双湖大

道、祥和路等南龙湖东部及北
部区域，途经水榭华城、潮河新
城、锦艺城小区等10余个社区，
华南城、锦艺城2个商场；郑州
经贸学院、河南工程学院2所大
学；华南城地铁站、南四环地铁

站2个地铁站。
320路区间主要覆盖阳光

大道、文昌路等南龙湖南部及
西部区域，途经兴龙湾、维也
纳湖畔、正商瑞钻等近 20余
个社区；亿佰家生活广场、华
盛奥特莱斯 2个商场；河南机
电职业学院、郑州升达经贸管
理学院、河南工程学院 3所大
学；华南城地铁站、华南城西
地铁站、小乔地铁站（在建）、
南四环地铁站4个地铁站。

下一步，新郑市交通局新
通公交公司将有计划、有步骤
的、有深度地不断优化线网，
注重换乘衔接，尽可能实现每
一条线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努
力打造“出行更便捷、乘坐更
舒适、市民更满意”的公交。

本报讯 美味的火龙果很
多人都吃过，可是火龙果花大
家见过吗？近日，在新郑市
薛店镇草庙马村火龙果大棚
里一眼望去，火龙果花争相
盛开，让人惊叹不已。一
朵朵白色的花瓣嵌在绿色的
火龙果藤条上，格外娇艳。
放眼望去，绿色带着白花点
缀，整片绿色基地都被白色
的花海所弥漫。

果农马付山告诉记者，这

一美妙景象马上就要消失了。
因为天一亮，太阳升起，这些花
就会全部凋谢。他说：“火龙果
开花其实是在晚上，分批开花
在 8月中下旬晚上，18点至次
日8点开花，直至凋谢，而且是
成批次同时开花凋谢，这种‘昙
花一现’的美景难得一见。”

火龙果开花时“昙花一
现”的神秘感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夜游赏花，甚至有些摄影
爱好者深夜守候，只为拍下

“昙花一现”的美妙。
据了解，火龙果属

仙人掌科，是多年生多
肉植物，植株没有主
根，侧根大量分布在浅
表土层。根茎为深绿
色，棱边缘是 波 浪 状
的，每段茎节的凹陷
处长有小刺。火龙果
的花是白色的，花的
长度大约 30 厘米，同时，火
龙果花不仅具有观赏性，还
可以食用，可泡茶、凉拌、煲
汤，具有清热润肺、滋补养颜
等功效。

据果农马付山介绍，种植
火龙果需要耐心和时间。火
龙果是夜间开花的植物，阳光
照射后花朵便会凋谢，所以他
们自己人工养殖蜜蜂对火龙
果花进行授粉。一周左右，授
粉成功的花蕊就会结出小果，
45天至 60天后，就可以采摘
成熟的火龙果，目前再有十天
左右可采摘。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张剑华 张春雨 文/图

本报讯 夏季高温多雨，
道路两旁花坛内杂草疯长，
严重影响了过往车辆的行
车视线、村民正常出行和绿
化带环境。为了及时消除
道路安全隐患，美化通行环
境，近日，新郑市城关乡着
力组织人员和机械车辆，集
中清理杂草枯枝落叶、堆积
垃圾。

杂草丛生给清理工作
带来了很大难度，但大家仍
然情绪高涨，丝毫没有畏难
情绪。

清理中，环卫工人们按
照清理标准和要求，采用集
中清理与分散清理相结合的
方式，用手拔，用镰刀割，清
理，搬运，配合默契，分工明
确，干劲十足，不放过每一个
死角。对花坛内的杂草枯枝

落叶、堆积垃圾进行彻底
清除，做到杂草清理和道
路保洁两不误。

此次清理活动有效
保障了该处道路的交通
安全与整洁美观，使得城
关乡辖区的道路环境更上一
个层次，也使城关乡居民对
环境保护的意识得到了大大
的提升，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的意识真正地落实到每一位
居民的心中。

下一阶段，城关乡将坚
持防治结合，整合村委以及
辖区单位资源，全方位提升
环境质量，实现环境卫生的
全覆盖整治，确保辖区乡镇
建设和管理持续有序、健康、
良性发展。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陈倩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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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城关乡着力做好
环境美化工作

新郑教育园区（龙湖镇）

“320路区间”公交
正式运行

本报讯 为扩大城乡
公交服务覆盖面，新郑市
交通局新通公交公司结合
新郑教育园区（龙湖镇）住
宅区、商业区、学校、医院
等群众出行规律，积极响
应市民出行诉求，7月 15
日开通试运营“320路区
间”公交，赢得了群众好
评，8月16日起正式运营。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端木倩倩 文/图

火龙果花开 犹如“昙花一现” 本报讯“师傅辛苦了，喝
瓶水吧！”8月12日，在新郑市
炎黄文化中心线路故障现
场，负责线路设备的工作人
员看着刚敷设完电缆的抢修
人员，贴心地递过来一瓶水。

8月 12日早上 6时许，国
网新郑市供电公司抢修一队
接到抢修任务，故里线炎黄
文化中心分支故障停电，要
求尽快排查故障安排抢修。
该公司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
场进行现场勘查和线路故障
点排查，用电缆故障测试仪
查找故障点后，破开水泥路
面开挖电缆沟，在拆除故障
电缆之后，抢修物资也全部
到位。上午 9时 15分，准备
工作全部完成，在具备施工
条件后，迅速展开抢修工作。

“外面 4个人，里面 3个
人，室内电缆沟1人！”抢修负
责人楚海涛分好工后，率先进
入狭小闷热的电缆沟内。沟内
的施工环境极为恶劣，抢修人
员刚下去就是一身汗。伴着
“一二、一二”的口令，粗重的电
缆蜗牛似的移动着，50米的电
缆敷设到位用了近一个半小

时，抢修人员在电缆沟里弯着
身子一待就是一个多小时，全
身衣服湿透，还混着泥巴，头
上、脸上汗水直流。

10时 40分，电缆敷设到
位，抢修人员喝了瓶水后，立
即展开电缆户外头制作和安
装固定工作，4个人在沟里，4
个人在上面，两个电缆头同时
进行制作，剥除电缆保护层、
核相序、压接、固定安装电缆
头，为了尽快恢复送电，他们
顾不上擦拭额头上的汗水，严
格按照电缆头制作工序紧张
有序地进行着。37°C的高温
天气炙烤下，3个多小时不间
断抢修，8名抢修人员喝了50
多瓶水，12时 30分抢修工作
顺利完成，确保了新郑市炎黄
文化中心安全可靠供电。

“苇泉线张庄台区现场已
查看，抢修物资准备到位，人员
不够，请尽快汇合！”“好的，马上
出发。”刚处理好故里线炎黄文
化中心分支的故障，抢修人员还
没顾上休息，饭没吃一口，就要
奔赴下一个抢修施工现场。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白云 冯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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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抢修战”
为新郑“电力人”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