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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豫酒中原
行 佳酿醉商都”豫酒中原行
第三站郑州推广活动在黄河
迎宾馆成功举办，来自豫酒及
相关多个行业的代表500余
人聚集在一起，共话豫酒振
兴，共谋豫酒发展。豫直播对
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

来自仰韶、赊店、五谷春、
杜康、寿酒、皇沟、宝丰、贾湖、

天明民权等豫酒重点企业积极
参与展示和推介。作为本次活
动的协办方，河南仰韶酒业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侯建
光代表与会的豫酒骨干企业代
表，还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

为冲刺双节市场、提振豫
酒信心，主办方还邀请仰韶、
赊店、五谷春、杜康、寿酒、皇
沟、宝丰、贾湖、天明民权等豫

酒重点企业共同发布了《豫酒
郑州宣言》——“恪守工匠精
神，坚持品质至上；提升用户
体验，满足消费需求；倡导诚
信经营，促进厂商共赢；振兴
豫酒产业，助力中原出彩。”

铿锵有力的宣言，让与会
嘉宾倍感振奋，同时也看到了
豫酒人携手共进振兴豫酒的
信心和决心。（申明贵）

本报讯 8月27日，“亚洲
品牌大会”在香港召开。由世
界品牌实验室编制和发布的
2019年《亚洲品牌500强》排
行榜揭晓，大河报继2016年
以来三度上榜之后，今年第四
次进入“亚洲品牌500强”榜
单，不仅是河南唯一上榜媒体
品牌，也是全国少数上榜的都
市报之一。同时上榜的传媒品
牌还有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和读卖新闻等亚洲强势媒体；
丰田汽车、国家电网、工商银
行则位于榜单前三名；中国、
日本和韩国是入选品牌最多
的三个国家。

世界品牌实验室是全球
领先的品牌评估机构，隶属于

知名的商业媒体机构世界经
理人集团，总部在美国纽约，
由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
尔教授担任主席，每年发布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亚
洲品牌500强”和“世界品牌
500强”系列榜单，其专家和顾
问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
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等世界顶级学府，研究成果已
经成为许多企业并购过程中
无形资产评估的重要依据。其
中，“亚洲品牌500强”评判标
准是品牌的亚洲影响力，品牌
影响力是指品牌开拓市场、占
领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

近年来，面对复杂的传媒

竞争格局和受众阅读习惯的
改变，大河报不断调试办报理
念，实施了全媒体融合发展战
略。尤其是2018年以来全力
推进的全媒体融合改革，一系
列扎扎实实的改革举措，重新
激活了大河报全媒体新闻生
产力，逐步探索着一条“浴火
重生”的融合发展之路，品牌
含金量、影响力一再飙升。今
年6月26日，世界品牌实验室
主办的“2019（第16届）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发布会上，
作为河南历年来唯一上榜媒
体，大河报再次入选，这也是
大河报连续16年入选中国品
牌 Top500。榜单中，大河报
2019年位列中国最具价值品
牌 第 356 位 ，品 牌 总 价 值
137.82亿元，同比增长22.9亿
元，增幅达到19.9%，十年间增
长超百亿。

从“一纸风行”到“链接一
切”，目前的大河报已不再是
一张纸，而是初步构建了一个
报、网、端、频形态齐全、业态
先进的全媒体矩阵。通过传统
纸媒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发
展，涵盖包括纸质《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大河财立方和豫
直播在内的“一纸两微三端”，
拥有4个自有传播平台和数十
个子品牌以及百余个账号的
超 级 IP，总 粉 丝 数 已 超 过
7000万。

随着舆论生态、传播技
术、媒体格局变革日趋深刻，大
河报也走到了改革的关键时
期。未来，大河报将围绕“移动
优先、视频优先”的全新战略部
署，全力升级打造以大河客户
端为代表的移动传播旗舰产
品，实现由报纸向互联网，图
文向视频化的“两个转变”，让
大河客户端进入全国移动传
播第一方阵，成为全国有影响
力的主流移动传播平台。

大河报四进“亚洲品牌500强”
是河南唯一上榜媒体品牌 也是全国少数上榜的都市报之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实习生 李培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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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三门峡服务区餐饮原材
料、醇油采购招标公告

因经营需要，连霍高速三门峡服务区
对餐饮原材料、醇油采购事宜进行公开招
标，采购范围为：米面油类；蔬菜类；肉禽
鱼蛋类；干货调料类；醇油类。具体供应
要求以服务区招商资料为准。
1.有意向者请于2019年8月28日-9月6
日到连霍高速K816处三门峡服务区北区
二楼办公室领取招商资料。
2.联系人：于志峰 电话：18803726581
3.纪检委员：杜兰 电话：15939908588

三门峡服务区
2019年8月28日

竞价公告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洛阳服务区拟处置一批报废资产，上级单位已

批准实施，现公开竞价。竞价招标采用先资格审查，后报价方式进行。符合条件的
收购公司达到3家以上（含三家）后组织实地查看，收购公司根据报废资产实物进行
报价。现将资产竞价处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资产一批（以实的查看物品为准）
二、处置方式

整批报废资产竞价，价高者得；竞得
者在缴清中标货款后，在规定的时间内
自提。
三、竞价公司的资格要求

竞价人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
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且拥有

回收资格的公司（证照齐全）。
公告时间2019年8月28日-9月3日。
1.地址：连霍高速K680公里处洛阳服务区
2.联系人：王部长
联系电话：13643791924

3.纪检委员：杜兰
联系电话：15939908588

2019年8月28日

豫酒中原行第三站推广活动在郑州成功举办

《豫酒郑州宣言》首次发布

论坛高朋满座
内容干货满满

2019（第十四届）城市
发展与规划大会设置有开
幕式暨综合论坛和20多
场专题分论坛。开幕式
上，国家部委领导、省领导
纷纷致辞。自然资源部总
规划师庄少勤，国务院参
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
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
保兴，中国工程院院士、东
南大学建筑理论与设计中
心主任程泰宁，美国艺术
与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
俞孔坚等城市发展与规划
领域的“大咖”们纷纷做主
题演讲。

开幕式的演讲话题
“高大上”，而分论坛环
节，专家们谈论的话题则
更接“地气儿”。“郑州城
市论坛”“国际中心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老旧小
区、老旧街区有机更新与
城市品质提升”“历史文
化名城（镇）的保护和发展
与特色小镇产业创新”

“城市双修与海绵城市”
“城市老旧小区有机更新
理论与实践”“历史文化
名城（镇）的保护与发展”
等热点话题在两天的会期
中纷纷登场。

老旧小区、街区改造
提升城市品质

老旧小区、街区意味
着“脏乱差”？在2019（第
四届）城市发展论坛大会

期间，嘉宾们纷纷提出，
在老旧小区、街区加装电
梯、供暖、建立体停车
库，打造绿色城市建筑，
提升城市品位。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
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
仇保兴介绍，可以通过群
众自筹资金，政策给予补
助的方式，为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电梯安装的方案
有很多，需要强调的是，电
梯电机应该安装在顶层，
避免挖深坑的情况。”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卢济威认为，郑
州在旧城改造规划中，要
注意激发老城区功能和活
力，在存量的土地条件
下，集中精力发展老城区
的活力，提升城市景观，可
识别性。

上海朗绿建筑科技有
限公司背景研究院院长王
晓涛博士列举了国内外的
案例，他介绍说绿色建筑
通过保持相对恒定的室内
温度，降低全年能耗，截
至今年9月份，上海已完
成 绿 色 建 筑 面 积 超 过
7300万平方米，将来这种
建房理念也将在郑州“开
花结果”。

此外，大会还为荣获
2019 年上半年绿色生态
城区规划设计标识的项目
进行颁奖。3家获奖单位
分别是：烟台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起步区） 项
目、上海宝山区新顾城项
目、广州南沙灵山岛尖片
区项目。

城市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未来城市趋向何方？8月27日上午，2019（第十四
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在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召开。逾300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畅谈城
市规划、发展的政策解读以及前沿技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新昌 实习生 张阳

专家在郑州召开的2019（第十四届）
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上提出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电机应安装在顶层

大河报获奖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