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元旦六一重阳节全民健身日

到市游泳馆免费游泳去

晨报讯（见习记者 张艳）2013 年 1 月 1 日， 市游泳馆

将对全市群众免费开放， 这是市游泳馆建成以来第一次免

费开放。

据市游泳馆工作人员介绍，自 2013 年起，每年元旦、全民

健身日，市游泳馆将对全市群众免费开放；每年六一，市游泳

馆将对 12 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开放；每年重阳节，60 岁以上老

人可免费到市游泳馆游泳。

今年市游泳馆新增加了 760 片暖气片， 能保证馆内温度

在 24 摄氏度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 1 摄氏度；水温保持在 27

摄氏度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 1 摄氏度。

市游泳馆在每个更衣室增设了一台空调， 并增加了物品

寄存柜；每天都有工作人员检测水质，卫生部门也会定期对游

泳池中的水进行检测，保证池水符合国家标准；经过严格培训

的专业救生人员随时保障顾客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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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记者 秦颖）12 月 26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濮

鹤高速大队获悉，即日起，我市高速

公路大型客车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

过 90 公里 / 小时， 超速 50%以上一

律吊销驾驶证。

随着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车流

量持续增加，因超速引发的大型客车

交通事故多发，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

了严重损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

队决定对大型客车采取限制车速的

措施：全省高速公路大型客车最高行

驶速度不得超过 90 公里 / 小时（原

限速标准低于 90 公里 / 小时的路段

仍执行原限速标准）。 我市 12 月 26

日起执行新限速标准。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濮鹤高

速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新限速标准

已开始执行，对现场发现严重超速的

大型客车，执勤民警将及时通报站口

民警拦截查处。 凡照片清晰、能确定

驾驶员身份的，一律对驾驶员进行处

理， 对超过规定时速 50%以下的，一

律对驾驶员罚款记分；超过规定时速

50%以上的，除依法处罚外 ，一律吊

销驾驶员的驾驶证。

高速交警提醒广大司机， 在降

雪、结冰天气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的小型客车， 规定时速不得超过 60

公里、 大型车辆时速不得超过 50 公

里；大雾能见度低于 100 米时，时速

不得高于 40 公里；能见度低于 50 米

时，时速不得高于 20 公里，并就近驶

离高速公路。 （线索提供：韩兴伟）

24 日、25 日

我市查处

11 起酒驾2 起醉驾

晨报讯（记者 杨阳 见习记者 马龙歌）12 月 26 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24 日、25 日两天，我

市共查处酒驾 11 起醉驾 2 起。

24 日、25 日，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严防重大道路交

通事故，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全部到一线执勤，加大

对重点地区、重点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对酒后驾驶、疲劳驾

驶、无牌无证上路行驶、超员、超速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严查，共查处酒驾 11 起醉驾 2 起。

（线索提供：汪春）

元旦春节咋过？

市图书馆

9 项活动供您选

晨报讯（见习记者 张艳）2013 年 1 月 1 日 ~2 月 25 日，

市图书馆将举办 9 项文化活动丰富广大市民的节日生活。

2013 年 1 月 1 日 8 时 30 分 ~11 时，庆新年“让纸艺花开

遍校园”才艺展示将在市图书馆举行。

2013 年 1 月 1 日到 2 月 25 日期间， 市图书馆还将举办

迎新年新书展、 数字资源免费阅览活动， 与市残联联合建立

“爱心书屋”，举办亲子故事会、少儿拼图比赛、元宵节新春读

书猜谜活动、“文化剪影幸福共享” 文化共享摄影作品征集活

动以及图书馆服务工作问卷调查等 8 项活动， 丰富市民的节

日文化生活。

我市加入“京港澳高铁

沿线 (7+31)旅游市场推广联盟”

京港澳高铁将

7省 31市美景穿成串儿

晨报讯（记者 马珂）日前，京津冀豫鄂湘粤 7 省（市）和

承德、郑州、长沙等 31 个城市的代表相聚石家庄，成立了“京

港澳高铁沿线（7+31）旅游市场推广联盟”，我市加入该联盟。

这是记者 12 月 26 日从市旅游局获知的消息。

京广高铁于 12 月 26 日开通运营，未来还将连接到香港、

澳门。“京港澳高铁沿线（7+31）旅游市场推广联盟”将致力于

加强沿线旅游资源整合、旅游产品开发、旅游市场推广，打造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京港澳高铁旅游休闲产业带”，构建

京港澳高铁沿线自然生态游、历史文化游、民俗体验游、休闲

度假游、红色主题游、沿线美食游、城市风情游等多类别的旅

游产品体系。

“京广高铁全线开通，将进一步促进沿线各省、各市间的

交流和往来，‘慢旅快游’将向‘快旅慢游’转变，这对我市旅

游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京广高铁未来还将连接到香港、

澳门。 ”市旅游局市场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线索提供：高铮）

近半电梯贴过期安全合格证或有隐情

检测部门称，新证贴好后常遭人为破坏

链接：

被困电梯

该咋办？

如果被困在电梯内，

可拨打电梯内的维保求救

电话或用对讲机向有关方

面求救， 还可按下警铃报

警； 如果报警按钮无效而

手机又没有信号， 可以大

声呼叫。一定要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不停地呼救，要

保存体力， 不要强行打开

电梯门。

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

会拨打 110 或 119 求救，

其实电梯内的维保求救电

话也是 24 小时有人值班，

而且专业维修人员有电梯

钥匙和专业设备， 可以直

接打开电梯门。

拨打维保求救电话，

被困者可以尽早脱困，而

且， 用钥匙开门不会破坏

电梯， 事后产生的维修费

用会大大减少。

大客车高速公路上时速不得超90公里

超速 50%以上一律吊销驾驶证

“云梦山黑陶杯”

鹤城“宝宝秀”摄影大赛获奖名单公告

“云梦山黑陶杯” 鹤城“宝宝

秀”摄影大赛自启动以来，引发了

鹤城年轻父母的高度关注，现已圆

满结束。 众多宝宝家长通过“宝宝

秀”摄影大赛平台，表达了对宝宝

的殷切期望和祝愿。

在这次活动中，涌现出许多可

爱的宝宝，每一位宝宝在亲人心目

中都是最可爱、最漂亮的。 大赛组

委会经过认真评议，从参赛宝宝中

评出 14 名获奖宝宝。

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2 名：吴奕岑、孙汇智

二等奖 4 名：蔡昊恩、马腾原、

秦子昊、包翔宇

三等奖 8 名：杨皓、郭世豪、楚

冠华、郭伯翰、李昱欣、肖璐松、常

舒涵、张涵菲

以上获奖宝宝的家长 ， 请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之前， 携带户口

簿和 2013 年《淇河晨报》征订单到

鹤壁日报社 C 座《淇河晨报》出版

部领取奖品。

联系电话：13803920070

� � 联系人：王女士

淇河晨报出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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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报记者 杨阳 见习记者 马龙歌

近两年，我市电梯数量急剧增加，截至目前，全市电梯数量已达 1020 台。 您乘坐电梯

时可曾注意过安全合格证？ 12 月 26 日，记者探访淇滨区多台正在使用的电梯后发现，近

半电梯内贴的安全合格证过期。是这些电梯没有经过检验吗？据市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所工

作人员介绍，我市绝大多数电梯经检验合格，但合格证贴上后经常遭人为破坏，部分电梯

使用单位便不敢贴了。

近半电梯内贴的安全合格证过期

近两年， 我市使用电梯的单位和

小区越来越多， 能按规定如期检验的

电梯有多少？ 12 月 26 日，记者随机对

我市 9 家单位进行了走访， 并乘坐观

察了 9 台电梯。

其中，4 台电梯里贴的安全合格证

已过期；1 台电梯根本没有安全合格

证， 就连承载量等信息也被小广告挡

住了；1 台电梯内的安全合格证贴在电

梯顶，电梯内灯光昏暗，合格证上信息

根本看不清；1 台电梯里贴的是安全合

格证复印件，上面的信息很难辨识；只

有两台电梯内的安全合格证没有过

期，且清晰可辨。

多数电梯有合格证，只是不敢贴

据市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所工作人

员介绍， 目前我市绝大多数电梯是经

正常检测合格的，发有安全合格证，但

合格证每次只发一张，而且是纸质的，

贴上之后常有人将其撕毁， 导致很多

单位不敢把新安全合格证贴出来。 他

们检查时也发现过这种情况， 电梯使

用单位有合格证却没有按规定贴出

来。“安全合格证贴上去之后，经常有

人用各种方法去破坏， 有些单位给合

格证加了个塑料壳， 但即便这样也不

能保证没人破坏， 所以有些单位就把

安全合格证贴到电梯顶部， 有些单位

干脆不贴。 ”该工作人员说。

该工作人员表示， 按规定电梯外

面应该张贴乘用电梯须知， 电梯内部

应该张贴乘客须知和电梯安全合格

证。 市民平时如发现电梯安全合格证

上的检验日期超期， 可拨打市质监局

监督电话 12365 投诉。 如果属于电梯

使用单位有合格证但没有张贴的，管

理部门会督促他们把合格证贴出来；

如果属于电梯使用单位没有按期进行

安全检测的， 管理部门会督促他们尽

快提出检测申请， 逾期仍未提出申请

的，会按规定给予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