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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让两会离百姓更近了
□本报记者 张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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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名字，在过去的半个世
纪中，曾经一度是中国人的全民偶像。今天，有人质疑学
习雷锋活动的实际意义，更有甚者戏言：雷锋同志没户
口，三月来四月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随着社会上越
来越多的志愿服务活动的深入，雷锋精神将融入我们生
活的每一刻，让人更多感慨他们用凡人善举书写着的人
间大爱，诠释“雷锋精神”与时代同行的最强注脚。

雷锋精神内涵丰富，最突出的，就是助人为乐，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志愿服务的理念是“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提倡自觉自愿、不计报酬地为人民服务。在发展
当下，中国本土生长的“雷锋精神”和源自国外的“志愿精
神”如此吻合到一起了。虽然两者称呼不同，但本质一
样，都是一种助人为乐精神。

近些年，越来越多志愿者不仅接过了雷锋精神的“接
力棒”，更让人们感受到了雷锋精神“与时俱进”的发展。
从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到全民性春运大迁移，志愿者一
句贴心问候、一个善意的笑容、一次真挚的搭手相助都让
人心存感激。

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缺乏道德观念事件的屡屡发
生之后，我们总能轻易找到独身事外的理由和借口。但
当自己真正沦为“路人的尴尬”时，渴望人性温度的追求
似乎比什么时候都强烈。也许我们很难像雷锋那样纯粹
地为他人而活着，但仍要记住，茫茫人海，有默默奉献的
温馨，才有一呼百应的力量，只要相融相通，相扶相持，就
能惠及他人，温暖世界。

只要你心存一颗善心，只要你愿意在别人需要的时
候伸出一只手，你都可以加入其中，让这伟大的精神传承
永不落幕。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奉献是一呼百应的力量
□郭永良

代表委员建议元宵节、宪法日放假

网友：过节了就放假吧
□本报记者 王 涛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节假日问题成为代表委
员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少人建议，把国家宪法日、重阳
节、元宵节设为国家法定假日。”3月 4日，大河网官方微
信转发代表委员建议后，引发网友共鸣。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若水难”：必须支持元宵节放
假。如今的城市里，年味越来越淡，如果不放假，若干年
后可能就会有人忘记还有这样一个节日。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水煮猪头”：早都该放假了。中
秋、清明、端午都是假期，为啥元宵节和重阳节不是假期？
非要等韩国抢这些节日申遗的时候，我们才考虑放假么？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一剑下天山”：习大大明确提
出，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宪法日放假，凸显
了宪法重要性，更有利于增强法治教育，可以烘托全民
普法的氛围。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我欲封天”：不光是这些节
日，其实春节的假期也应该适当
延长。过年回家，走走亲戚，访
访好友，老感觉时间不够用。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莫问我
是谁”：节日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不
忘却的纪念。实现节日的初衷，更
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仪式
活动进行渲染，从而起到产生共鸣
的效果，要防止演变成仅仅是旅
游、购物和娱乐的节假日。

“这两天，我的朋友圈
快被两会信息刷爆了！没
想到，高大上的全国两会，
现在竟然跟我如此亲近！”3
月 3 日，网友“繁华半里”在
大河网大河论坛(bbs.dahe.
cn)留言。

2015 年全国两会大幕
已经开启。这两天，通过微
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新
媒体平台，很多人轻松洞悉
了“大事件”背后的诸多细
节。借助新媒体方便、快捷
的力量，一路一带、改革、反
腐、依法治国等关键词成为
街头巷尾的互动热点，让大
家感受到千里之外的会场
温度。两会与大家如此近
距离，反映了基层百姓的民
意期待，体现了社会民主政
治的进步。

3 月 4 日，经网友推荐和网站评选，大河网 2015 年
2 月份网友优秀原创作品评出。《拒绝麻将、扑克与喝
酒，过个有意义的春节》、《淮阳琐忆之大馍、枣花》等 20
篇作品获奖，作者将收到大河网发出的每篇 100元的稿
酬奖励。

为感谢网友支持，激发网友发帖积极性，从 2014年 10
月开始，大河网实行“大河网网友优秀原创作品月度评选”
制度，每月月初对上月的优秀网友原创作品进行评选，凡
是获奖的优秀作品，其作者都可得到 100元的稿酬。

参评作品必须为网友发表在大河论坛、大河网邦邦
社区及大河网眼遇客户端等互动平台上的原创，以本地
化为主，可涉及新闻报料、热点评论、城市建设、人文风
情、户外活动等各方面内容，题材不限。 （王 佳）

发帖有奖
大河网继续为网友发稿酬

“孟瑞鹏的故事值得深思，希望更
多人勇敢无畏地站出来行善。我们依
旧相信，人心是暖的，正如相信冬天过
后春天一定会来。”近日，一则“大学生
为救落水儿童溺亡，被救女童的母亲
怕担责让孩子撒谎”的新闻，引发网友
关注和热议。

救人大学生是新时代雷锋
大河网网友“雨点叮咚”：大学生孟

瑞鹏救起两名落水女童，自己不幸遇
难。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他没有考虑个
人安危，更不会考虑要受助者如何回
报，他就是新时代的雷锋。在 2015 年
雷锋日到来之际，他的事迹让我看到雷
锋精神在年轻人身上的传承。

@风格男迷：每次看到这样的英
雄事迹，自己情绪就会失控。他们何
尝不是像我们一样，有家人朋友，有工
作事业。可是为了爱，为了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义无反顾地冲了
上去，用生命书写高尚。英雄走好！
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理性看待事件中各方反应
@化妆师高小寐：孩子的母亲撒

谎确实有违良心，或许家庭的压力让
她不敢去面对吧。我们也该换位思考
一下，谁没有做错事的时候呢？如果
换你面对这样的情况，也不一定比人
家做得好。

大河网网友“金兵甲”：大家也不要
太苛责那个妈妈了。她最后选择说出
真相，说明她本质不是坏人，只是顾忌
家里的生活条件，一时糊涂撒了谎。能
清醒认识、及时改正，就是好人。所以，
我认为应该对被救女童母亲给予谅解。

大河网网友“冬泳长风波浪”：会
去帮助别人，但前提是我的安全有保
障。见义勇为更需见义智为，小伙子

不会游泳贸然下水，我是不提倡的。

英雄更需法律与制度护航
大河网网友“忘忧草”：法律保障

才是确保正能量传播的根基。诚信
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
求，也是全面依法治国应有的题中之
义。应该尽快立法建立完善的个人
诚信记录，叫像被救女孩母亲这样的
人在社会上抬不起头，让乡邻百姓都
知道此人不道德，以警示后人。

@旭 rd升：我们需要建立常态化
的救助制度，在经济上补偿见义勇为
者及其亲人，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如果有合理的国家帮扶体系，就不会
有受助者因经济上的担忧而隐瞒真
相，道德滑坡就能有效遏制。

正义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3

月 4 日，热衷公益的网络大 v、河南省
文明办副主任赵云龙表明了观点。

这几天赵云龙一直在关注这件
事情，并且多次在个人微博上表达了
对孟瑞鹏的敬仰、同情和悼念。他认
为，孟瑞鹏被授予“见义勇为模范”

“见义勇为青年英雄”等称号；上千人
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被救女孩母亲带
着两个女儿在灵堂前下跪痛哭。这
些对瑞鹏是一种告慰，对他的家人是
一种慰藉。

赵云龙说，今天我们对孟瑞鹏最
好的缅怀，就是要学习他舍己救人的
精神。因为他托起的是社会道义，他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同
时，也不必继续纠结被救女孩母亲隐
瞒真相这件事，一个普通农民有个醒
悟的过程可以理解。媒体也没有必要
引导网民从道德的层面去讨论社会的
冷漠等问题。

大学生为救落水儿童溺亡，被救女童的母亲怕担责让孩子撒谎，网友热议——

正义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本报记者 黄岱昕

3月 4日，家乡人民送别英雄瑞鹏。 资料图片

为了让两会报道鲜活生动，更
接地气，各媒体可谓使出浑身解
数。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为例，首
次派出全媒体报道团队亮相全国
两会，构筑报纸、网站、三微、客户
端等多媒体、多平台的传播矩阵，
凸显全媒体宣传力量。除了继续发
挥各自优势外，各媒体充分利用新
媒体平台“围观两会”，传递信息。

全国两会豫米观察团

2015两会期间，“豫米”（@河
南日报的粉丝昵称）通过网络、微
博、微信在两会大舞台上发出“河
南好声音”。3 月 2 日，@河南日
报组建的微信群“豫米观察团”正
式启用。“豫米话两会”、“豫米两
会提案”等栏目的设立，使“豫米
观察团”的网友们，在微信群中和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一
起，交流两会话题、共享两会信
息。此外，记者和小编们还邀请

了部分代表、委员入群，与网友们
“面对面”讨论两会热点。

大河网“眼遇”全国两会

今年，大河网通过手机客户端
的“眼遇”平台，将两会中不为人
知，但却生动、鲜活、有趣的细节和
场景，向网友一一展示。2 月 28
日，“一分钟看明白河南代表委员
们”的手机动画通过微信圈发布，
迅速引发网友热转，短短一天时
间，点击阅读1.5万次。在列车上，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接受大河
网记者采访时，很多人扫描“眼遇”
二维码，下载客户端，大家在“眼
遇”里分享一路的喜悦心情。

全媒体报道成亮点

全媒体报道全国两会，这是今
年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两会报道的
一大亮点。河南日报、大河报、河
南商报的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微
视、客户端等平台，以及大河网、大
豫网、河南手机报等，精心制作两
会专题，第一时间发回鲜活资讯和
权威解读，并通过开设“读报告 送
红包”、“两会寻宝”等特色栏目，首
推微信朋友圈语音播报技术等，加
大新传播技术的使用力度，强化与
用户之间的互动。

3月 4日，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素萍，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大卫看望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参加
两会报道的全媒体记者。 本报记者 董 亮 摄

河南日报全媒体“拼抢”全国两会
高大上的两会“通俗”了

@小斐宝贝：这 两 天 通 过 微
信、微博看到了很多两会信息，跟
报纸、广播、电视不同的是，像“在
京河南老乡，书记、省长到咱‘家’
啦！”、“‘两会’，这样影响‘小明’的
生活”，“一分钟看明白河南代表委
员们”，要么语言通俗，要么是手机
动画、图片故事，生动形象，让我长
了不少知识，咱老百姓跟两会的距
离一下子缩短了。

大河网网友“繁华落尽”：一路
一带、户籍改革、养老改革、高考改
革……这些高端词语通过全媒体
的呈现，越来越通俗了；从城市到
农村，各种和老百姓紧密相关的民
生话题，最近快要把我包围了。

大河网网友“江南虫虫”：现在
的媒体如果再板起面孔写两会，估
计就更没人感兴趣了！在新媒体
的冲击下，两会报道继续高大上，
不低下身段，做得鲜活生动，网友
怎会关注？

百姓参政议政渠道增多

@若水难：以前只能听代表和
委员们说，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
网络去跟代表和委员们说，让他们
真正担当起自己的神圣使命。

@清风百合：新媒体相对于传
统媒体，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传播途

径和实时交互。两会上，代表和委
员谈自己的议案，两会下，大家聊
自己关注的话题。通过新媒体，两
者更容易互动，最终让真正代表民
意的声音发出去。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以
前，都是在报纸上看两会代表委员
说，现在，通过网络，通过微信和微
博，也能关注两会代表委员，还能
够在网上和他们沟通交流，说出自
己的想法和建议。

民意表达更顺畅

大河网网友“小手冰凉”：郑州
航空港、郑欧班列、郑开城际列车
……这一年郑州的发展真是日新月
异，不愧为河南发展的领头羊，中原
城市群的核心。全媒体时代，城市
变化大家看得见，希望这些画面及
时呈现给共商国是的代表、委员！

@来来回回走：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正式通水，一渠清水送北京成
为现实。希望人大代表向高层建
言，为水源地和沿线人民争取受水
地区的援助和补偿。

@昨夜问天：新媒体更便捷促
两会更开放，两会更亲民让新媒体
报道更有料。新媒体是平台，两会
进步的根源还是我们国家正在进
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因为越来
越多的代表、委员从细处着手，更
加关注民生，两会才真正成为我们
热议的话题。

新媒体一直带给我“惊喜”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
坦言，自己并没有想到一条微博会有这么
大的影响力。时至今日，新媒体仍在一直
带给他“惊喜”。

“河南 1亿人口，200多万名大学在校
生，没有一所 985高校，没有一所教育部直
属学校，没有一所中央财政直接支持的学
校，没有一所中央财政直接支持的科研院
所。”在 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娄源功用河
南话疾呼：“不兴这啊！”河南日报官方微
博 刊 发 这 一 消 息 ，引 发 网 友 集 体 共 鸣 ，
2014年，娄源功被媒体称为“最执着”的政
协委员。

娄源功认为，随着微信、微博、QQ 群
迅速崛起，新媒体的高关注度主要得益于
公开透明的交流沟通方式，这无形中增加
了人们彼此间的信任。 （李凤虎）

全媒体让两会更接地气

如今，所有媒体都在利用新媒体宣传
两会，形式多样，网络特色显著，热点频
出，新媒体平台的运用让两会更接地气
了。全国人大代表、宇华教育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万方科技学院董事长李光宇
说，新媒体发布的内容，更口语化，符合阅
读习惯；有很多细节内容，这些内容以小
见大，从不同视角报道两会；报道的内容
鲜活、生动，让代表愿意读、喜欢读。

“内容好、形式多，发布快、传播广。”对
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报道的内容，
他赞不绝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取
得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许会增）

新媒体运用
推动社会民主进步

“两会是人民关注的重大事件，全媒体
平台有助于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信息、参
政议政，有助于推动社会民主的进步。”3月
4日，河南省人大常委、郑州大学穆青研究
中心主任董广安教授接受采访时说。

董广安认为，全媒体时代，新闻媒体
利用各媒体平台优势，将丰富的两会信
息，以通俗、生动、鲜活的形式推送给大
众，引发关注，形成舆论热点。而更多人
通过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形式，将自
己的意见建议传达给代表委员，使两会上
民意表达更加真实准确。另一方面，全媒
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存在，使代表委员们的
一言一行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于是，他
们对自己的使命不敢有丝毫懈怠，会更好
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两会还没有正式开始，我就从朋友
圈看到了很多相关信息，形式很新颖，有
动画，有图标，让我虽在千里之外，仿佛也
置身其中。这种带入感很强的信息，是以
前的传统媒体传递不了的。”董广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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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乡县民乐粮食购销中心委托，河南中原产
权交易有限公司（下称产权交易机构）拟对其拥有
的位于新乡县小冀镇北街原小冀粮管所的房屋建
筑 物 及 土 地 使 用 权 进 行 公 开 转 让 。 挂 牌 价310.3660万元。

一、转让标的
本次转让标的为新乡县小冀镇北街原小冀粮

管所的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土地位于新乡县
小冀镇京华社区，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新乡县国用[2014]第 10号，证载面积 3299.80平方米，房屋建筑
物为办公楼、仓库及附房，临街办公楼建筑面积624.78平方米。

二、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转让行为已经新乡县民乐粮食购销中心

班子会议决议通过，并经新乡县人民政府批准（新
政文[2013]142号文件）。

三、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备案情况
截至 2014年 12月 30日，经河南巨中元资产评

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评估（豫巨评报字[2015]第1号），转让标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3103660.00元，该
评估报告已经新乡县国资办备案（备案编号：[2015]
第 1号）。

四、受让方应具备的基本条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单位及合法自然人。2.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良好的商
业信用。

3.意向受让方报名时，应提供不低于挂牌价的
资金支付能力证明。4.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意向受让方受让后 3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

订《实物资产转让合同》，并于该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全部转让价款支付至产权交
易机构指定账户。

六、公告期限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截止日期为2015 年 4 月 1 日。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

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
让方。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产权交
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资料，并缴纳90万元受让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准）。逾期未提
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或未缴纳保证金的，
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
为交易价款、交易费用和拍卖佣金；若受让未成功，
则全额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1
传真：0371-65665727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 15号广汇国贸
网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2015年 3月 5日

实物资产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5]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