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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 17：00，大河报
携手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河
南分公司、郑州市区100多个
街道办事处(乡、镇)发起的无
限极最美战疫“小巷总理”评选
活动的投票环节正式结束。据
统计，7天时间，共有21万余人
参与该评选活动。未来几天，大
河报将结合评审团评分和网络
投票，计算综合分，从30名入
围者中，评选出10人给予重点
表彰和奖励。最终获奖名单和
颁奖事宜将另行发布和通知。

从6月1日本次活动开展
以来，该评选得到了郑州各街

道办事处、社区和广大市民的
广泛支持和好评。大河报共收
到100多名符合要求的“小巷
总理”报名参与，经评委会初
选，30人成功入围。6月22日，
30名入围者名单和战疫事迹
正式在大河报官方微信予以公
示，并接受网络投票。一时间，

“无限极最美战疫‘小巷总理’
评选投票”的消息，在郑州市民
的朋友圈被刷屏，各街道办事
处、社区和辖区居民纷纷转发，
并积极向好友推荐，给自己心
目中的最美战疫“小巷总理”投
上宝贵的一票。

据统计，截至 6 月 29 日
17:00，7天时间内，大河报官
方微信推出的《无限极最美战
疫“小巷总理”评选30人入围！
@郑州市民，评前十，请为TA
投上一票吧！》一文，共有
216983名网友浏览或参与投
票，该文章在微信朋友圈被转
发6171次，而不少候选人获得
的票数高达2万多票。

不少读者和网友通过投票
渠道和大河客户端等报道留
言，称赞该活动得民心、合民
意，向主办该活动的大河报和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致敬，

向30名入围者致敬、祝贺。
郑州高新区双桥办事处新

合鑫观悦社区书记兼主任黄维
维获得网络投票将近 2.3 万
票。她告诉记者，6月22日，大
河报官方微信相关投票信息一
发布，黄维维便在微信朋友圈
转发了这一信息，双桥办事处
的相关领导看到后，立即将该
信息转发至办事处有关微信
群，并发出号召：“这事关咱办
事处的荣誉，大家积极参与！”
随后，这则信息在双桥办事处
和各社区的信息群被疯转。

不少辖区市民看到黄维维

的战疫事迹，为她投票。其中，
一名网友在社区群中还专门作
了一首诗，赠送给黄维维。其中
诗的内容为：黄金有价服务无
价，维护众益及时到家。“这个
活动真是太好了，很接地气！抗
疫期间，为了小区居民的安
全，社区书记、主任组织人员
在小区门口站岗、测量体温，
出现了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开展工
作，忙得连家都顾不上，真是太
不容易了。他们就是我们心目
中的战疫英雄。”新合鑫观悦社
区一名居民说。

21万人参与！最美战疫“小巷总理”网络投票结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车展时间：7月3日—6日
车展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一二三，起！”随着一声
吆喝，11个施工人员齐心将
一根铁柱子缓缓立起，没多久
的工夫，红旗展台的基本框架
跃然而起……昨天上午，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2020第十六
届春季大河国际车展的布展
搭建工作正式开始。近千款车
型、更实在的优惠、抽奖等多
重惊喜礼包，将在7月3日到
6日为中原消费者献上一道汽
车盛宴。

搭建开始，高规格展位亮相

6月29日一大早，在郑东
新区会展路，大货车排成一字
长龙，逐次进入展馆，开始进
行搭建工作。

东风本田在本次车展上
搭建了1000㎡的大型展位，
安装负责人表示，这是到目前
为止，河南最大规模的展具，
足见厂家对大河车展的重视
程度，和车展本身的规格。

雪佛兰、别克、一汽大众、
奔驰的展台负责人均表示，这
次的大河车展是厂家和商家
重点支持的第一场大型车展，
展具规格都是最大的，展位估
计今明两天就能完成主体框
架。

上汽大众、东风日产、北
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等主流

合资品牌的600㎡大型展位
也在紧锣密鼓的搭建中，标配
VIP房间的高规格展位，会让
逛展的消费者有更好的洽谈
环境。

以吉利、长安和比亚迪为
代表的自主品牌，也带来了
600㎡的大型展位，负责人介
绍说，这些品牌在2020年第
一次参展这么大型的车展，早
就开始筹备。

凯迪拉克、沃尔沃、林肯、
英菲尼迪、进口大众、保时捷
……组委会负责人介绍，目前
布展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布展完成后，将正式进展车。

新车不少，买车就到大河车展

多年以来，依靠着郑州强
大的交通优势，大河车展逐渐
形成了“一小时车展圈”，尤其
是2020年，随着郑合高铁、郑
万高铁、商合杭高铁的通车，
对全省的覆盖能力和深度大
大加深。

在中原大地，“买车就到
大河车展”已经深入人心，大
河车展已经成为河南乃至周
边省份车友的盛会。

本次车展近千款车型将
集中亮相，家庭轿车、SUV、
MPV、豪华进口车，分类车型
一应俱全。截至目前，奔驰、宝
马、奥迪、红旗、英菲尼迪、林
肯、沃尔沃、凯迪拉克、保时
捷、上汽大众、本田、一汽-大

众、东风日产、斯柯达、别克、
雪佛兰、长安福特、北京现代、
东风悦达起亚、马自达、北汽
新能源、捷达、广汽菲克、吉
利、名爵、荣威、北京汽车、东
风启辰、传祺、捷途、长安、一
汽奔腾、领克、上汽大通、北汽
越野、海马、江淮、东南、哪吒、
比亚迪、江淮新能源……诸多
品牌的加入，让本届大河国际
车展成为河南消费者购车的
绝佳平台。

各大参展商也纷纷将旗
下最新车型的上市发布会安
排在了车展现场，最亲民的
大七座SUV福特探险者、当
红 小 辣 椒 长 安 马 自 达
CX-30、最美黑科技国产车
长安UNI-T引力、七座空间
装五座的新本田UR-V、一汽
红旗旗舰轿车红旗H9、比亚
迪旗舰轿车汉、江淮乘用车
3.0时代产品嘉悦X4、上汽
荣 威 换 标 后 的 首 款 新 车
RX5 PLUS、BMFA魔方架
构平台BEIJING-X7、大空间
SUV吉利豪越、上汽大众全
新 大 MPV 威 然 、奥 迪
Q3 Sportback、 奥 迪 Q7、
领克05、林肯领航员、林肯
冒险家、上汽MAXUS EU-
NIQ 6、传祺GS4 Coupe、讴
歌 CDX、传祺 GA8、瑞虎 8、
途铠、海马8S、帝豪GS、奔腾
T99、凯迪拉克CT4、启辰星、
捷途X70 Coupe、英菲尼迪
QX50、缤越PRO、焕驰、雪佛

兰开拓者、途昂X、奔驰GLB、
宝马X5M、哪吒U、捷达VS7
等新车都将在大河车展上市
或者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河
车展不仅是汽车品牌推广和
新品展示的大舞台，更是汽车
厂商冲刺销量、完成销售目标
的促销大平台。

尤其是 2020 年已经过
半，为了加快资金回笼，完成
销量，补回之前疫情的损失，
厂家和经销商降价力度也会
加大，现在出手是个好机会。

多重惊喜，百万礼包送观众

本次车展，组委会史无前
例地拿出多重大礼包，回馈大
河国际车展的铁粉。本次大
河国际车展免费观展，事先通
过“大河国际车展”小程序，在
手机上免费报名，到现场后领
取签到礼一份——郑州新晋
网红地标、一票难求的银基动
物王国门票 7.5 折优惠券 1
张，共5万张，领完即止。

凡在车展现场订车的客
户，凭订单填写抽奖卡，即可
参与购车抽奖活动；每天抽出
8人，每人奖励5000元。总奖
金共计16万元。

凡在车展上购车的客户，
在填写抽奖卡的同时，还每人
赠送郑州市最大的动物主题
公园银基动物王国门票一张
（单张价值168元，共500张，
送完即止）。

在车展上购车的客户，在
填写抽奖卡的同时，可免费领
取1张价值128元的大河生活
卡，一年内享受河南省内多数
景区免门票，多家饭店折扣，
总计1万张。

车展现场购车的客户，还
可以领到1张价值660元的专
业视力检查券，总计 3200
张。

7月 3日到6日，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大河国际车展等
您来。

展位开始搭建，百万礼包备齐——

大河车展周五等你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耿子腾 文图

本报讯 6月 27日，
由郑州市市场发展中心、
河南商报社联合主办的
郑州专业市场“复商兴
市”行动月启动仪式，在
金马凯旋（郑州）居家文
化特色小镇举行，郑州市
上百家专业市场、物流公
司、批发零售业负责人共
同赴会。

主办方还组建了郑
州商贸业创业家“网红天
团”，举办河南商报郑州
商贸业创业家“网红天
团”特训班开班仪式。

据介绍，郑州市商贸
物流实体企业已达110
多万家，行动月活动将紧
紧围绕郑州专业市场复
商兴市、促进消费、扩大
内需这一主题主线，通过
主题分享、网红直播、消
费券发放、专题活动等多
种形式，为中原商贸物流
行业搭建资源共享平台、
寻求抱团纾困之法、帮助
提振销量，打响复商兴市
新战役。活动将走进多家
专业市场，历时两个月。

郑州“复商兴市”行动月
正式启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恒

工作人员正在布置车展现场 工作人员正在搬运车展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