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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红涛 孙 欣

本报讯 （记者谭 勇）记者 11
月 25日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
悉，我省再次下放和取消两项工程
造价咨询企业备案事项，旨在建立
统一开放的工程造价咨询市场，更
好地为企业服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本次下放省外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进豫登记备案事项，即

《河南省省外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进
豫登记备案管理办法》第四条中规
定的省外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承接
业务单项备案和第五条中规定的
省外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设立分支
机构备案，下放至各省辖市、省直

管县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实施。同时废止《河南省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诚信手册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其中规定的有关诚信手册
使用办法不再执行。

此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已经改革进出省建筑业企业备案
管理方式 ,为进出我省的建筑业
企业备案“松绑”，不再为进豫的
外省建筑业企业办理备案手续。
对出省承揽业务的省内建筑业企
业，确因外省主管部门要求需出
具有关证明参加投标时，可登录

“河南工程建设信息网”进行公共
查询并直接打印相关证明。③6

本报讯 (记者董学彦 通讯员
耿国庆)11月 25日，河南知胜广告
传媒策划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股
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上市(股权代
码 202453），成为我省第一家在上
海股交中心成功挂牌的文化影视
传媒企业，对推进我省文化产业龙
头企业加快上市步伐具有良好的
示范带动作用。

河南知胜广告传媒策划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一家集文
化、影视、传媒、广告于一体的大

型文化传媒公司。公司自成立以
来，先后策划运营并成功举办多
场大型文化旅游活动、国际赛事，
并投资出品中原第一部众筹喜剧
电影《一团乱麻》等影视作品，是
河南文化影视传媒企业中的一张
名片。

据悉，该公司挂牌后计划募集
资金 3000 多万元，出品制作由韩
国著名导演白东训执导、知名影视
演 员 许 晴 出 演 的 中 原 众 筹 电 影

《食·色》。③10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 实习
生焦莫寒）今后，行人和非机动车
再在街头交通违法，除被罚款 50
元外，还要被曝光和通报至所在
工作单位。11 月 26 日，郑州交警
部门严查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违
法行为，拉开整顿市区交通秩序

“百日行动”序幕。
当日，在中原路与大学路交叉

口，执勤交警刘洋对不到 20分钟查
处的 10余名违法者表示，交警部门
将建立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违法
登记档案，内容包括违法人姓名、身
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家庭地址等，
将违法情况抄报给违法人所在单

位，每月定期抄报给郑州市文明办。
郑州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

称，为加大对交通违法的查处力
度，与以往行动不同的是，此次在
城市主干道设置曝光台，滚动曝光
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
用车交通违法的，将在媒体上曝
光；对公务人员交通违法的，交警
部门将向其所在单位通报；对在校
学生交通违法的，将通报到所在学
校和所在班班主任，并在郑州市文
明办备案；对中央及省驻郑单位车
辆交通违法的，向其所在单位和上
级主管部门书面通报。③6

下放和取消两项工程备案事项

我省再次为建筑企业“松绑”

我省首家文化影视传媒企业
在上海股交中心挂牌

郑州“百日行动”拉开序幕

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
将通报至所在单位

本报讯 （记者杜 君 通讯员
杜思高）11月 26日，记者从南阳市
林业局获悉，林业部门日前开展古
树名木普查时，在内乡县发现一处
天然千年古檀群。

据介绍，这处古树群距离宝天
曼世界地质公园不远，包括 15 棵
树龄在千年以上的古青檀树，树木
平均高度 36米、胸围超过两米，目
前保护良好，形态遒劲有力，与竹
林、青山相映成趣，蔚为壮观。

檀木质地紧密坚硬、色彩绚丽
多变、香气芬芳永恒，且百毒不侵，
又能避邪治病，人们常把它作为吉

祥物。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世界
上的檀木仅存绿檀、紫檀、红檀等，
且数量极其有限，其中，入水即沉
的紫檀被列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物种，禁止进
行国际间贸易，青檀被列入国家二
级保护稀有物种。

专家表示，此次在内乡发现的
天然古檀群，分布数量之多、树龄
之高、姿态之美，均较为罕见。目
前，当地已加强对古树群的保护，
专业人员也已完成对古树的常规
体检和GPS坐标采集，并将制定出
更科学的保护措施。③9

内乡新发现一处千年檀树群

每到下班时间，小宋就迫不及待地拿
起手机，翻看微信朋友圈里的留言，查看是
否有“客人”下单。“80 后”的她是郑州一家
教育培训机构的文员，下班之后，她就开启
了“微商”模式——在微信上兼职卖韩国面
膜和泰国彩妆。

伴随着微信用户的迅猛发展，越来越
多像小宋一样具有创业情结的年轻人把微
信当成实现梦想的“舞台”。当一个相对私
密的友情空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商品信
息时，各种看法也纷至沓来。未来，“微商”
能走多远？

“熟人经济”的点赞与吐槽
“给亲们谋福利啦，冬天来了，多吃红

枣，补血健身。”如今的微信朋友圈内，诸
如此类的商品销售信息日渐增多。借助微
信平台专做熟人生意，如今也有了儒雅的
称谓“微商”。

11 月 22 日，记者见到了“微商”小宋，
“我卖的都是正宗产品，为了让顾客相信，
我会在微信上晒出产品质量合格证。”小宋
说，“做‘微商’要诚信，产品必须货真价实，
因为客户都是熟人、朋友，不能为一单生
意，影响了声誉。不然，既丢失了客户，又
失去了朋友。”

记者加上了小宋的微信后，看到不少
“亲，产品不错”之类的点赞。

和小宋做代理不同，郑州的陈女士则是
“自产自销”。陈女士生完孩子后就成了全
职妈妈，平时会在家里做些小蛋糕、小饼干
之类，感觉良好的时候也会把照片放在朋友
圈。慢慢地，有朋友建议她干脆在微信上卖
这些蛋糕饼干。陈女士在朋友的“怂恿”下，
开始在微信上卖各种款式的私家蛋糕。渐
渐地，她的私家蛋糕小有名气了。在陈女士
的微信中，记者看到了多达 30条的好评。陈
女士自豪地说：“我每天只接受预定五款蛋
糕，预定不上还需排队呢。”

对“微商”，有点赞声，也有抱怨声。
“朋友圈原来都是生活状态的描述或

‘心灵鸡汤’。”白领袁女士说，通过朋友圈
获知好友信息、相互评论，是件非常有意思
的事。“现在完全变味了，有朋友发太多的
商品信息，我只能通过设置权限，把他屏蔽
掉。”

“我第一次购买微信朋友圈里的商品，
就被‘坑’了，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网购

“达人”刘女士说，通过图片不易识别货品
的真假，“现在很多‘微商’卖的都是假名
牌”。

“微商”缘何这么火
据腾讯三季度财报显示，微信月活跃

用户规模已达到 4.5亿，从事“微商”的人数
也在不断攀升。

“其实每个人都有创业的愿景，‘微商’
恰恰契合了人们的创业心理，激发了人们
的创业愿望。”河南丰泽元泰汇众创业联盟
总经理赵军峰认为，在微信上开店，所受的
限制不多，不需租用店面、大量压货，只要
在微信、QQ 空间等发图片和简单文字即
可。

软银科技河南微信商学院创始人徐利
卫指出，从营销的角度来看，微信生意圈其
实是一种熟人圈营销。“凭借‘熟人经济’和

‘口碑营销’两张牌，微信生意圈有其独特的
优势。微信生意圈的信任一旦建立起来，就
可以几何倍数扩大，以极快的速度传播。”

在郑州市京广路鞋城经营品牌运动鞋
的王女士，已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五六年
了，今年年初，她开始尝试微信营销。“现在
生意不好做，通过微信朋友圈增加了不少
客户。”王女士说，如今她有两成生意都是
通过微信来完成的。

和王女士一样，越来越多的传统销售
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谋求转型发展，
试水微信营销。如今入驻微信的商品也日
趋多元化，已覆盖美食、母婴、饰品、化妆
品、服装鞋帽等甚至“海淘”商品。

今年“双十一”网购狂欢节，天猫成交
金额为 571亿元，其中在移动端交易额达到
243亿元，占到总成交额的 42.6%，是去年移
动交易额的 4.54 倍，创下全球移动电商平
台单日交易的历史新高。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手段，“微商”能否背
靠移动互联网这棵大树“好乘凉”？

“微商”发展前景几何
“微商”能否成为一种新常态？河南省

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宋向清认为，微
信营销无论采取哪种模式，都是建立在“熟
人经济”基础上，而这恰恰是一把“双刃
剑”。当微信朋友圈被广告霸占，假货多、

退货难、维权难等一系列问题出现时，这种
建立在熟人圈内的营销不仅是对商品的拷
问，更是对信任的拷问。以上问题不解决，

“微商”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针对微信朋友圈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商

品广告，今年 5月份，腾讯相关负责人回应，
微信朋友圈不是营销平台，为保护用户体
验，净化平台环境，微信会对部分通过大量
添加好友从事商业营销的个人微信号进行
联系人数量限制，并对用户举报较多、涉及
假货及商业侵权的微信号，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进行处理。

当朋友圈的红利期被消耗殆尽，“微
商”的发展已经在十字路口徘徊。

对此，湖南工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广告系主任肖兵艳认为，“朋友圈毕竟是
有限的，‘微商’要想拥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必须推出服务号等形式多样的新模
式，甚至推出基于微信平台二次开发的相
关功能。”

赵军峰也表示，“微商”发展要基于客
户大数据分析，利用互联网思维，打造以
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电商生态体系。“微
信上的商品虽种类繁多，但要为商品贴上
个性化标签，并赋予其附加值，这样才能
赢 得 朋 友 圈 的 喜 爱 ，未 来 才 能 走 得 更
远。”③9

朋友圈成生意圈 有人点赞有人烦

“微商”如何“远行”

“微商”模式
目前入驻微信的“微商”形式多样，按成

本高低主要有4种模式：
微信平台的二次开发，实现较为个性化

的消费体验。成本较高，同时需要大量的时
间成本。按照企业级定制开发需求进行。

微信官方发布的“微信小店”，企业必须
取得认证服务号、必须开通微信支付接口、必
须缴纳微信支付接口的押金，运营模式类似
于移动端的“淘宝”，如京东微店等。

微店，由第三方开发者基于微信接口开
发的应用。借助第三方，中小卖家可低成本、
快速地建立电商平台，通过流量，提高订单
量，较适合个人创业者，如微盟等。

朋友圈，个人在朋友圈直接发布产品，由
熟人咨询后，结算买单，操作最简单。③9

▶▶链接

调记者 查查

内 黄 有 一 个 美 丽 的 别 称 ：枣
乡。内黄大枣甘甜可口，但内黄县
的地下水却苦涩浑浊、难以下咽。

11月 25日，记者赶到长庆路办
事处南张村时已然中午，王大妈正
在庭院里接水准备做饭。她说：

“刚放的水要沉淀一会才能用，烧
水用的壶每星期得清理一次，水色
有些发黄，做饭时会发出沙子般吱
吱的声音。”

“现在情况好多了，之前做面

条，面条还没下锅，水都已经很稠
了，水面上还漂着一层水锈，根本
没法吃。村里到现在已经换了 10
个水井，没办法只能去邻县拉水，
价格高不说，人家还不情愿让拉。”
说起吃水难，南张村村委会主任张
现军深有感触。

“ 现 在 甘 甜 的 丹 江 水 一 渠 北
上，内黄作为受水区有望苦尽甘
来。”县南水北调办副主任张彦杰
介绍，内黄县地下水主要以苦咸
水、高氟水和污染水为主，目前城
镇居民反映饮用水水垢大、水质
差。丹江水过来后，每年将为县城
提供 3000万吨一类水，经过县四水
厂水工艺处理后将彻底告别水质
差的历史。

这一想法离实现已经不再遥
远。向内黄县城输水的 37 号线延
长线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记者
在现场看到，吊车正在小心翼翼地

将 PCCP 管和钢管吊至沟中，混凝
土汽车泵在浇筑混凝土，5 米深的
大坑内钢架结构已经完成，年底前
这里将建成两层楼高的调流调压
室，用于调节流量和压力。

负责该标段施工的中原水利
水电公司项目副经理牛现青说，内
黄四水厂的建设已进入征地阶段，
建成后将实现日供水 8.3 万吨，极
大满足目前县城每天 1.5万吨的用
水需求。

丹江水流入枣乡后，改变的还
远远不止这些。

内黄是我省水资源最贫乏的
地区之一，目前全县地下水平均埋
深 28.96 米，以每年 0.5 米~1.2 米的
速度下降。县水务局局长申广英
介绍，内黄全县有机井 1.8 万眼左
右，平均每年大约 1000眼左右的机
井报废，井越打越深，取水工具由
原来的离心泵变成现在的多叶轮

潜水泵，用水成本在逐年增加。过
度开采地下水，内黄成了豫北地区
最大的漏斗区。

“南水北调通水后，这一状况
将大大改善，3000万立方米的丹江
水将充分满足内黄生产生活和工
业用水，地下水得以保护。”申广英
说，“县四水厂还专门为产业园区
和陶瓷园区设置了管线，没有了缺
水障碍，打造中原瓷都指日可待。”

一 个 城 市 有 了 水 就 有 了 灵
气。借助于南水北调的东风，内黄
正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引黄入内，
通过提灌站将卫河水输送到县城，
实施东南西三线引水工程，打造县
城水系建设，南水北调通水后将为
生态宜居城提供必要水利保障。

烟波浩渺的丹江，蓄势北上。
苦水区的内黄人翘首以待，在喝上
甘甜的丹江水的同时，已可以触摸
到一座崭新的豫北水城脉动。③10

丹 江 甘 甜 润 枣 乡

背景素描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内黄县

段总长 35.1 公里，包括向濮阳输
水的 35 号线和向县城输水的 37
号线，涉及梁庄、东庄等 5个乡 40
个行政村，总投资 4.44 亿元。工
程建设用地 2489 亩，其中临时占
地 2476亩，永久占地 13亩。

南水北调中线行南水北调中线行
之内黄见闻

□本报记者 刘晓波 任国战
冯军福

工人正在 37号线延长线调压调流室施工现场紧张忙碌。⑤3
张晓霞 摄

本报讯 （记者杨玉璞）11月 26日，由中国林业经济
学会、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与洛阳市政府联合主办的

“2014中国·洛阳牡丹加工产品展销会暨油用牡丹发展
研讨会”在洛阳会展中心举行，来自陕西、山东、甘肃、安
徽、北京等 7个省（市）的 68家企业参展，这是我国首次
举办的牡丹加工产品专题展销会。

据了解，展销会 11月 28日结束。活动主要有 3项内
容：牡丹加工产品展销会、农业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油用牡丹发展研讨会。来自全国 13个省市的 150
余名牡丹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将围绕油用牡丹产业发
展、政策建议等问题展开讨论，助力油用牡丹产业健康
快速发展。

11月 26日上午，展销会内容之一现代农业投资合作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共有 27个农业项目签约，投资
总额 88.5亿元，其中亿元以上投资项目达 18个。③12

洛阳牡丹加工产品
展销会开幕

展销会上的牡丹瓷展销会上的牡丹瓷。。⑤⑤33 张艺馨张艺馨 摄摄

漫画/王伟宾

本报讯 （记者高长岭）11 月
26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
我省对去年矿产开发利用年度检
查工作最近结束。检查发现，去年
持证矿山 4147 个，缴纳矿产资源
补偿费 115.6 亿元，在今年的检查
中追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751.78 万
元；有 1774 个矿山缴纳了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省国土资源厅矿产储量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2013年全省持证
矿山 4147个，应检矿山 2615个，实
检矿山 2615 个，年检不合格矿山
252 个。全省取缔非法矿山 2 个，
注销采矿许可证 132个，吊销采矿
许可证 10 个，追征矿产资源补偿
费 751.78 万元，罚没款 304.51 万
元。③12

我省追缴矿产资源补偿费750多万元

11 月 26 日，在郑州大学“女子防身术课”上，教练正在向女大学生
讲解动作要领。近期，该校公共体育选修课“女子防身术”将传统柔道
技巧融入其中，受到了女生们的追捧。⑤3 张 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