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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获新浪微公益最杰出贡献奖
□记者 蔡君彦
新媒体采写 裴申申
本 报 讯 聚“ 微 力 ”，传 爱
心，从帮助“有难好人”刘东兴、
到为掉油锅的 5 岁女童筹救命
钱，再到向照顾植物人母亲青
丝变白发的女大学生伸援手
……从 2012 年 11 月至今，大河
报新浪微博发起 6 次微公益活
动 ，共 有 4300 人 参 与 爱 心 捐
款，募集善款近 15 万元。1 月
16 日，和爱心河粉儿益路同行
的大河报，收获三年颁发一次
的新浪微公益最杰出贡献奖，
和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一道，
成为全国获此奖项的 11 家公

益媒体之一。
新浪微公益平台是一个凝
聚善与爱的社会化公益服务平
台，通过微博之力，让公益离普
通百姓更近，并通过不断完善
社会化参与、社会化激励、社会
化传播、社会化监督等运营机
制，逐步培育微博用户理性健
康的公益态度和行为习惯。此
次大河报获新浪微公益最杰出
贡献奖，最感谢广大河粉儿的
爱心参与。大河报新浪微博发
起的微公益活动，总能唤起众
多爱心关注。
去年 9 月 15 日，大河报新
浪微博为开封掉油锅的 5 岁女
孩黄子浵发起微公益活动，微

公益活动共有 1550 人参与，募
集善款 50160 元，127.6 万阅读
量、1539 的转发量。
2013 年 10 月 17 日，帮助
曾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的“有
难好人”刘东兴，让人们相信好
人有好报；去年 12 月 22 日，河
南 19 岁女大学生底慧敏读大
学的同时悉心照料植物人妈
妈，青丝变白发，为帮助这位乐
观坚强的女孩儿，大河报再次
发起微公益活动……据统计，
大河报新浪微博发起的 6 次微
公益活动，共有 4300 人参与爱
心捐款，募集善款近 15 万元，
公益微博阅读量 470 万。

夜查酒驾

双节临近，郑州警方开展巡逻设卡盘查集中行动

不到两天,抓获 170 个违法嫌疑人
本报讯 出动民警综治力量万余名、设置卡点千余个、出入市口“逢车必查，逢疑必录”
、都市村
庄“拉网清查，滴水不漏”……为有效维护郑州“两会”期间和“双节”前后社会治安大局稳定，1 月
16 日起，郑州警方全警动员，连续两天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清理清查、武装巡逻、设卡盘查集中
统一行动，严打各类违法犯罪。截至 18 日上午 9 时，郑州警方已破获各类案件 80 多起，抓获各类
违法嫌疑人 170 人。

【现场】 查酒驾已成民警“常态化”工作
了两个信号一直没有驶离，聂
磊带领民警立即上前对该车进
行检查，刚拉开车门一股浓烈
的酒味扑面而来，经检测，该机
动车驾驶员郑某血液里酒精含
量为 49 毫克/100 毫升，属于酒
后驾驶。
据交巡警一大队大队长王
勇介绍，根据往年的经验，每年
的岁末年初，都是朋友聚会、单
位会餐最多的时候，加之天气

寒冷，喝白酒的情况较多，随之
而来是酒驾现象多发。
“为预防
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交管部门
除了不定期地组织集中行动查
处酒驾外，已经把查处酒驾作
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来开展，每
天的午饭后、晚饭后及凌晨左
右都安排民警对重点区域和路
段展开巡逻和查处，告诫驾驶
员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战果】 不到两天，破获各类案件 80 多起
郑州警方统一行动中，共
出动警力和综治力量 15000 余
人，全市设置卡点 1180 多个。
其中，治安部门以“查暴恐、查
安全、查隐患”为重点，针对辖
区内“五小场所”聚集区域、私
房租赁聚集区域、流动人员聚
集区域、案件高发区域，由民警
组织带领综治力量开展登门入
户、现场登记、实地检查和巡逻
巡视等工作。同时，还对辖区
内水、电、油、气、暖等部门及金
融网点、商场、游园、医院、广场
等地的内部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检查，对散装汽油、危爆物
品和管制刀具的销售流向进行
登记，对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排
查整治；特警、武警、交巡警等
警力在全市出入市口武装设
卡，全天 24 小时盘查出入市的
可疑车辆，及时发现违法犯罪
嫌 疑 人 及 枪 支、弹 药、管 制 刀
具、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危险化
学品，确保将安全隐患化解在
未发生状态；各分局警力会同
特警武装巡逻组全天 24 小时
在街面开展武装巡逻巡查巡
控。

沈庆怀任
郑州市公安局局长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1 月 17 日下午，
郑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举行，会议审议并
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设立郑
州市东城地区人民检察院的
决定，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
事任免案。
会议原则通过了郑州市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草
案）。常委会将根据审议意见
对报告稿作必要修改完善后，
提请郑州市十四届人大二次
会议审议。
同时，会议审议并表决通
过了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议程（草案），决定提请市十四
届人大二次会议预备会议审
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十四
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
书长名单（草案），计划、财政

昨日上午，大河报记者从
郑州市公安局了解到，截至 1 月
18 日 9 时，省会警方在此次“清
理清查、武装巡逻、设卡盘查”
集中统一行动中，共盘查可疑
人员 21100 余人次，盘查车辆
12300 余次，破获各类案件 80
多起，抓获各类违法嫌疑人 170
人，抓获逃犯 4 人，查扣各类管
制刀具 80 多把、危爆物品 20 多
件，查处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
7000 余次，查处酒后和醉酒驾
驶 20 起，暂扣交通违法车辆 80
多台。线索提供 孟繁勇

预算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
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
决定提请市十四届人大二次
会议预备会议选举；通过了市
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列席人
员名单。
在常委会上，会议审议并
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吴忠华
辞去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职务的决定；审议并表决通过
了关于黄保卫、沈庆怀、邰松
章的任免议案。经表决，黄保
卫不再担任郑州市公安局局
长职务，沈庆怀任郑州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郑州市公安局局
长，邰松章任郑州市人大常委
会郑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
沈庆怀，1962 年 8 月生，
河南商水县人。原任洛阳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

大河报客户端
年度粉丝盛典举行
近千个本土“公众号”
强势入驻“APP 大河报”
□记者 朱琨
实习生 姜佳明

□记者 高鸿鹏 通讯员 王洪岩 文 记者 白周峰 摄影

1 月 16 日晚 8 时许，大河报
记者跟随郑州交巡警一大队民
警参与全市公安机关清理清
查、武装巡逻、设卡盘查行动。
当晚 9 时 55 分，在南阳路
与岗杜北街交叉口，一辆沿南
阳路自南向北行驶,车号为豫
AS628V 黑色轿车引起了交巡
警一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聂磊的
注意，该车在路口停车下来两
名摇摇晃晃的乘客后，连续等

1 月 17 日，
郑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 美酒甜品，怎及
分秒必刷的情谊甜蜜？热歌
劲舞，怎及 400 万河粉儿的
规 模 威 力 ？ 1 月 16 日 ，
“2014-2015 年 大 河 报 客 户
端年度粉丝盛典”火热举行，
100 多名河粉抽中“邀请函”
到场，为重装上阵的大河报
客户端二期壮行助威。
“生活总是太骨感，大河
脑补很丰满”、
“ 大河报客户
端，总是给我‘键’人合一的
感觉”……活动现场，河粉儿
争相关注大河报官方微信，
在微社区逗趣卖萌、痴心表
白，短短两个多小时，微信上
“墙”的访问量高达 6000 多
次，网友“澄”还在众“墙”友
中抽到了当晚的大奖——三
星 S4 手机一部。
这一年，你大力转发、狂
热 评 论 ，这 一 年 ，你 活 跃 观
影、积极试吃，这一年，你为
我们提供最及时的新闻线
索，甚至陪我们冲锋到新闻
第一线……鼎力相助，大河

有知，盛典现场 20 名年度优
质粉丝接受颁发，并与其他
河粉儿互动他们的“大河故
事”。
2013 年 8 月，大河报客
户端一期上线。一年时间
里，下载量超过 400 万；连续
4 个月下载量排名全国都市
报第一；12 月份，新版大河报
客户端悄然登陆手机应用市
场，集视频、音频、图文等形
式和个性化推荐、自媒体订
阅和直播互动等多种功能于
一体，并迎来政务、媒体、教
育、商业、美食等 12 行业近千
个本土优质微信公众号自媒
体全面入驻。清新界面，轻
松阅读，迅速斩获大批新粉
加盟。
记者了解到，大河报客
户端不仅是大河报新媒体转
型的重要标志与核心项目，
是大河报自有的平台，也是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重点打造
的移动平台，一年多的成长，
它已经是中原地区影响力最
大、用户量最多、最具权威性
的移动新媒体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