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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
“中原城市火锅英雄论坛”举行

大河报携手 38 家火锅企业成立中原城市火锅联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牛洁 周星 魏朝林 文 许俊文 摄影
7 月 10 日，首届“中原城
市火锅英雄论坛”暨颁奖盛
典在郑州市鲁班张葱烧海参
举行，主题为“中原火锅，四
方味道”。此次活动由大河
报社、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
会主办，大河新食尚、豫直播
承办，李家天然小磨香油、农
夫山泉、乐鲜实业、大汤师协
办。活动现场，公布并表彰
了 38 家优质火锅品牌。

“马云乡村教师计划”
10名河南教师成功入围
9 月底将从入围者中选出 180 名提名教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谭萍

颁奖仪式现场

38 个火锅品牌获奖

全公约》，号召火锅品牌遵守
食品安全公约，规范火锅市
场，维护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
委员、大河网络传媒集团董
事长、大河报社社长王自合
在现场表示，联盟的成立，意
味着大河报将与火锅企业风
雨同舟，携手并进。同时，大
河报将充分发挥媒体优势，
传递中原火锅市场的声音，
对中原火锅市场的发展起到
引领作用。

8 家豫企跑进中国 500 强榜单
万洲国际领跑 建业地产回归

河南入围教师名单

今年 6 月，大河报吹响首
届“中原城市火锅英雄论坛”
暨颁奖盛典集结号，共收到
近百家火锅品牌的自荐和许
多消费者的推荐。大河报和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
以及相关部门组成专家评审
团，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从中评出 38 家具有社
会影响力、号召力的优质火
锅品牌。奖项包括“中原城
市 火 锅 英 雄·品 牌 实 力 奖 ”
“中原城市火锅英雄·品牌创 “中原好火锅”全新上线
新奖”
“ 中原城市火锅英雄·
最具人气奖”
“ 中原城市火锅
2017 年 12 月，大河新食
英雄·最具价值奖”。此外， 尚、豫直播联合推出“城市火
还 评 选 出 10 家 优 质 食 材 企
锅英雄”直播。6 个月来，共
业，并授予其“中原城市火锅
进行 60 余场直播，吸引 205
英雄·放心食材奖”
。
万粉丝、45 万次点赞、2000
论坛上，大河报携手 38
万次观看。基于粉丝的火
家火锅企业成立中原城市火
热、企业的赞誉，首届“中原
锅联盟，并发布联盟《食品安
城市火锅英雄论坛”暨颁奖

盛典正式推出，旨在提升并
引领中原火锅的新发展。
当天，大河报与李家天
然小磨香油成功签约，即日
起，李家天然小磨香油正式
入驻“城市火锅英雄”，这也
意味着，
“ 城市火锅英雄”直
播全面升级，
“城市火锅英
雄 ”第 二 季 ——
“中原好火
锅”全新上线。今后，直播中
不仅有好吃的火锅，还有好
玩的互动和诱人的奖项。
当天，大河报还公布了
中原城市火锅地图，联合尼
尔森网联河南办事处发布
《中原城市火锅大数据》，举
行大咖论坛、优质食材展等
活动。
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
首席专家郭京普表示，大河
报和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
举办此次活动，实现火锅和
食材行业的有效“联姻”，助
推河南餐饮行业的发展。

本报讯 2018 年“马云
乡村教师计划”入围教师名
单公布，包括 10 名河南乡村
教师在内的全国 300 名教师
进入该名单。9 月底，将有
180 名提名教师从 300 名入
围者中脱颖而出，进入下一
阶段的评选。
为树立乡村教师阳光
活力的榜样典范，弘扬乡村
教师无私奉献的高尚师德，
自 2015 年 9 月 16 日起，马
云公益基金会发起“马云乡
村教师计划”，每年一届寻
找 100 位优秀乡村教师，给
予每人总计 10 万元持续三
年的现金资助与专业发展
机会。
今年，2018 届“马云乡
村教师计划”面向全国 832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
家级扶贫县及浙江省的一
线乡村教师。其中，我省共
有嵩县、台前县、鲁山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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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 38 个贫困县的乡村教
师可进行申报。大河报继
2017 年再次成为其在豫独
家合作媒体，帮忙寻找符合
条件的我省乡村教师。
据了解，今年从 3 月 20
日“马云乡村教师计划”申
报开始至 5 月 20 日申报截
止 ，共 收 到 1892 份 有 效 申
报材料。经过一个多月的
评审，目前选出 300 位入围
者，并进行公示。公示时间
将一直持续到“2018 马云乡
村教师奖”获奖名单公布。
在此期间，社会各界如对入
围和提名教师有任何异议，
均可向马云公益基金会反
馈。对公众反馈的各类问
题，其将会详细记录，并及
时查证处理。必要时，也会
就查证处理结果向反馈者
和社会公布。投诉及咨询
邮箱：
teacher@mayun.xin

新乡市封丘县潘店镇大辛庄小学
平顶山市鲁山县下汤第四小学松垛沟学点
平顶山市鲁山县赵村镇堂沟学点
开封市兰考县仪封乡代庄小学
洛阳市嵩县车村镇佛坪小学
三门峡市卢氏县狮子坪乡前庄小学
三门峡市卢氏县官坡镇第一初级中学
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
南阳市南召县留山镇马湾小学校
开封市兰考县南彰镇李堡小学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玉尧
排名 上年排名 公司名称
55
222
271
306
354
389
417
499

55
177
273
-402
352
440
--

万洲国际
宇通客车
安阳钢铁
洛阳钼业
平煤股份
神火股份
豫光金铅
建业地产

财富中文网于北京时间
2018 年 7 月 10 日发布了最新
的《财 富》中 国 500 强 排 行
榜。今年中国 500 家上榜的
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达到了
39.65 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
上涨 18.22%。今年上榜公司
的 年 营 收 门 槛 为 138.64 亿
元，提升了 22.44%。榜单前
列依然是：中石化、中石油和
中国建筑。河南 8 家企业入

今年河南一共有两家新
上榜或重新上榜公司，
分别是
1510.99
76.50
洛阳钼业
（排名第
306
位）
、建
332.22
31.29
业地产
（排名第
499
位）
。洛
270.29
16.01
阳钼业能够挤进 500 强榜单，
241.48
27.28
主要由于 2016 年完成了刚果
207.42
13.77
（金）
铜钴业务和巴西铌磷业
188.99
3.68
务并购。建业地产则是重回
174.49
2.91
500 强榜单。
138.79
8.11
此外，拥有河南血统的瑞
围。
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
今年共有 8 家河南籍企
司（简称瑞茂通）以 375 亿元
业入围 500 强榜单，包括万洲
的 营 收 再 次 入 围 500 强 榜
国际、宇通客车、安阳钢铁、洛
单。瑞茂通主要从事大宗商
阳钼业、平煤股份、神火股份、 品供应链管理服务。主营商
豫光金铅、建业地产。
品有煤炭、铁矿石、棉花等。
其中，万洲国际以 1511 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
亿元的营业收入在上榜河南
日，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
企业中高居榜首。在全国榜
司持有瑞茂通 4.97 亿股的股
单中排名第 55 位，位居格力
份，持股比例达 48.86%，是其
电器（营收 1500 亿元）之前。
第一大股东。

营收（亿元） 利润（亿元）

一点资讯中国行
河南站活动举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吴军
日前，
“ 新时代新河南
——2018 一点资讯中国行”
河南站活动在郑州举行。此
次活动由一点资讯主办，河
南商报承办。今后，一点资
讯将通过创新产品和先进的
算法技术，为河南网民提供
更多有价值的阅读。
一点资讯于 2012 年成
立 ，在 全 国 拥 有 6.1 亿 用
户。目前，一点资讯已与小
米、OPPO 等主要手机厂商
开展了深度合作，更为关键

的是，2017 年年底，一点资
讯成为全国第一家获得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的公司。
一点资讯和河南商报
合作，双方将联手打造共赢
的开放生态战略联盟，为城
市形象及企业品牌传播铺
平道路，同时将打造城市专
属地方频道，满足区域用户
对内容消费的需求，助力区
域经济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