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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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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桂林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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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目的地

选择跟团出游的

老年人占比

制图/单莉伟
资料来源：《2018 老年人
跟团旅游消费升级报告》

大河报首发报道 290万人次关注

22 日晚，大河客户端首发《紧急求助！
郑州 3岁男童 20多万元的耳蜗丢失》一文，
23日，《大河报》又刊登了这一新闻，该事件
进一步发酵。23 日上午，多名热心市民通
过大河报热线电话，索要孩子亲人的电话。
一些热心网友专门制作了一个写有孩子家
人联系电话的《紧急求助》海报，在网上开始
传播。

23日下午2点 45分许，徐女士传来好消
息：侄子的耳蜗找到了！据她介绍，当天中
午，捡到耳蜗的好心人通过朋友圈信息，看到
这则新闻，就主动给徐女士打了电话并归还
了耳蜗。

截至 23日晚 11点半，大河客户端首发
的《紧急求助！郑州3岁男童 20多万元的耳
蜗丢失》一文，阅读量已达 290多万，评论达
1100多条。

网友为郑州大爱之城点赞

23日下午2点56分，大河客户端、河南商
报、大河网等第一时间报道了“好心人已联系
失主，归还耳蜗外挂机”的新闻，网络上再次迸
发出一片“掌声”，为郑州这座大爱之城点赞。

@柠檬：大爱郑州，今日所有网友的爱心

助力，都将成为这个秋末郑州最温暖的一笔。

@“Puermom”：作为一个人工耳蜗孩

子的家长，我和身边很多同样的家长一样，

一直在努力让我们的孩子像普通孩子一样

成长。同时提醒各位人工耳蜗孩子的家长，

孩子年龄较小，不知道对耳蜗的保护，所以

家长注意孩子耳蜗的佩戴方式，并在耳蜗上

贴上家长的电话号码。

@“好运”：我们河南是一个有爱有温度的

地方，我骄傲。建议孩子家属如果经济条件允

许，最好给孩子再配一个，在家里备份，万一哪

天孩子不小心丢了，备份可以随时启用。

@“斯涵”：暖暖的感动。今天整个朋友

圈都被一个小小耳蜗霸屏了，滚动转发的都

是同一心声。祝福孩子！

@“單戈”：人心是会暖热的，我们河南

人就是善良热心，这么多人转发帮忙，更应

该感谢的是捡到耳蜗的小姐姐。弘扬正气，

热心帮忙，大赞我们河南人！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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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3日晚 11点半，大河客户
端首发的《紧急求助！郑州 3岁男童
20多万元的耳蜗丢失》一文，阅读量
已达290多万，评论达1100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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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矩阵

同心圆融媒工作室 出品

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病倒街头的他们
多亏遇到好心人

伊川人援手救助新疆急病男子

新闻事件：10月 23日 7时 30分左右，南阳
市唐河县昝岗乡村民高先生陪着家人到市区办
事，经过淯阳桥附近时突发意外昏倒在马路
上。当时正巧路过的平安集团南阳分公司员工
张雪赶紧跪在地上为高先生做胸口按压，并对
患者进行人工呼吸。随后，医院急救人员赶到，
张雪帮忙将高先生送上救护车。

南阳女孩跪地抢救晕倒农民

10月 23日 20时 16分，
“南阳影响力”微信公众号首
发相关报道。此后，大河客户
端等媒体跟进报道。截至10
月24日 17时，相关视频仅在
微博上的播放量有28万次。

传播数据：

28 万

10月 21日 13时 44分，
“强哥影像”头条号首发相关图
文信息。此后新疆晨报、大河客
户端跟进报道，众多媒体平台转
发。截至10月24日17时，全
网相关信息有532条。②23

传播数据：

532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
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
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
选人，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
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18年 10月 18
日至 2018年 11月 16日登录河南省国
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

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为：2018年11月16日16时。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以河南省国土资源
网上交易系统时间为准。

挂牌网址：
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http://www.hngtjy.cn/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
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
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

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
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
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
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
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
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
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
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
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2293516
联系人：杜亚飞

西华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 10月 18日

西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西华县网挂（2018）06号

序号

1

2

3

地块编号

XH-201817

XH-201818

XH-201819

地块位置

中华路西侧

奉母路南侧

人民路北侧、中华

路西侧、特色商务

区经三路东侧

中华路西侧

奉母路北侧

地块面积

（平方米）

28063.12

49337.03

46665.68

土地

用途

商服

住宅

商服

住宅

商服

住宅

容积率

≥1.0

≤1.8

≥1.0

≤1.8

≥1.0

≤1.8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30%

≤30%

≤30%

绿地

率

≥35%

≥35%

≥35%

出让

年限

40

70

40

70

40

70

有无

底价

无

无

无

起始价

（万元）

3200

6660

6300

保证金

（万元）

3200

6660

6300

经西华县人民政府批准，西华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三（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
定西华县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晓玲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
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
淌……”当年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风靡大街
小巷，家家户户中曾经引以为傲的收音机、录音
机、单放机等早已成为“古董”，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河南手机报》带你细数那些经典传颂
的歌曲，当歌声再次唱起，我们的心中都会不约
而同伴随节拍，细数岁月……

《在希望的田野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农村改革制度深入推行，中国农村在短短
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呈现出欣
欣向荣的景象，这一重大历史性的转变，在文艺
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由
此应运而生，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歌词朴实、曲
调优美，歌词把希望和未来巧妙地结合起来，歌
颂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变化、新面貌。

《春天的故事》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
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1992年，该曲词
作者蒋开儒在报纸上看到了长篇通讯《东方风
来满眼春》，文中报道了深圳飞速发展的景象，
蒋开儒便只身前往深圳，并在深圳一个企业家
艺术团谋得了一份工作，在这期间他有感而
发，创作了歌曲《春天的故事》，这首歌曲热情
歌颂了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改革
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是真正的百
姓心声。

《我和你》

“我和你，心连心，共住地球村……”2008
年，改革开放30年，迈入“而立”。十年间，网络
和手机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也在这
十年以赶超之势进入世界大国行列。北京奥
运，让世界看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中国越
来越强大的自信。

《不忘初心》

接下来应该列入史册的是《不忘初心》。“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
在“永远的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文艺晚会”上，著名歌手韩磊与谭维维共同
演绎了这首歌，后来这首歌成为 2017 年央视
春晚零点压轴曲目，也是政论专题片《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当中的主题曲。《不忘初心》曲调
悠扬，歌词暖心，让人重温红军长征那段艰苦
卓绝的峥嵘岁月，道尽对祖国和人民的浓浓
深情。②23

经典老歌唱响
改革开放40年变迁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高婷婷）10
月 20日至 21日，第 14届全国网络编辑年会暨
新媒体与数字出版研讨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举办。20日晚，在电子网络编辑专委会理事
（扩大）会议上，大河网通过现场审议，正式加
入中国编辑学会，成为电子网络编辑专业委员
会会员单位。

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电子网络编辑专业
委员会总顾问田胜立教授在 21日上午召开的
闭幕大会总结发言上，对大河网在媒体融合时
代做的新闻、技术、政务融合给予高度赞扬。
他说：“大河网的加入给电子网络编辑专委会
带来了新的领域，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思考，他
们的成果，高校和研究机构要多多关注。”

据悉，大河网代表在20日下午举行的数字
出版经营与管理分论坛上进行的《媒体深度融
合转型发展实践与探索》主旨演讲，结合自身发
展实际，分享了他们自主研发的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中央厨房（大河云）在内容、技术、服务、机制上
的创新，引发与会专家代表热烈反响与讨论。

大河网是河南省首家重点新闻网站。近
年来，大河网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以新闻为
基础，以技术为核心，向“互联网新闻+互联网
技术”双强转型。③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霄 丁洋涛

“有钱有闲”的中国老年人比年轻人更舍
得旅游消费，由此成了国内旅游业全新的利
润增长点。近日，携程发布的《2018 老年人
跟团旅游消费升级报告》显示，相比中青年群
体，退休后的“50后”旅游消费毫不手软。郑
州已成为国内老年游客客源前 20强城市，排
名第13位。

中国老年人旅游消费已成刚需

中国老龄人口已达2.4亿，老年人旅游市
场规模越来越大。根据全国老龄委调查显
示，目前，国内每年老年人旅游人数已经占到
全国旅游总人数20%以上。

就旅游而言，相比年轻人，离退休老年人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拥有充裕的、可自
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已经把外
出旅游当成度过这些自由时间最好选择。与
此同时，更多的子女也把“带上爸妈说走就
走”，当做了关心或尽孝的一种方式。

据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数据，老年人
2018 年的出游人数较 2017 年增长快速，他
们的足迹遍布全球 74个国家 858个目的地。
选择长线深度游的老年人近年来增长明显，
2016年选择7天以上旅程的老年人数占比只
有19%，2018年已上升到24%。

郑州老年人“人均消费”排进前20

哪个城市的老人最喜欢出游？
据携程发布的“2018年度老年人旅游出

游力排行榜”，前 20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
成都、重庆、西安、天津、武汉、昆明、广州、南
京、贵阳、杭州、深圳、郑州、长沙、济南、南昌、
太原、无锡和合肥。

从携程跟团游产品的人均花费看，“人均
旅游费用前二十出发城市”分别是上海、北
京、昆明、深圳、青岛、南京、广州、福州、杭州、
桂林、成都、天津、西安、重庆、济南、合肥、太
原、厦门、武汉和郑州。

北京、厦门等地是老年人出行首选

哪些目的地是老年人跟团出行的首选？
据携程跟团游的数据显示，北京、桂林、

厦门、贵阳、乌鲁木齐、昆明、重庆、张家界、宜
昌、三亚、西安、杭州、上海、青岛、丽江、黄山、
兰州、南京、拉萨和西宁成为目的地人气排行
榜前二十名。这些目的地集中体现了风景经
典、目的地安全、产品成熟的特征，适合老年
人出游。

此外，老年出境游市场近年也在持续升
温，今年较去年同期增幅超过了 30%。数据
显示，老年人出境游人气目的地前三位是：泰
国、日本、越南。③4

□本报记者 曹萍

近日，一名医生在微博爆料，号称中草
药牙膏的云南白药牙膏成分中含有处方药
氨甲环酸，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这样的牙膏
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10月 24日，记者走访位于郑州市花园
路的家乐福超市，在牙膏专柜查看云南白药
牙膏成分，氨甲环酸列在十几种成分的最
后。其实，查看其他牙膏品牌发现，很多具有
保护牙龈、缓解牙龈出血功能的牙膏都含相
同成分，只是名字不同，有的叫做凝血酸，但
所有都没有标明加入量。“氨甲环酸和凝血酸
是一种物质，是临床上主要用来止血的处方
药，手术过程中会经常用到，有口服制剂和注
射剂。”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
周鹏介绍，这种成分过量使用肯定是会对人
体造成危害，但是加在牙膏中，要看加入的量
有多少，同时又有多少通过刷牙进入了人体，
才能去说它的危害。

据悉，国家关于牙膏添加成分的相关规
定中，氨甲环酸并不是禁用成分，也就是说
添加并不违规，但牙科医生还是建议消费者
谨慎选择此类牙膏。“牙龈出血一般是由刷牙
不到位导致牙结石堆积，以及牙周病引起的，
有时也是一些大病征兆，比如糖尿病、血液病
等。”郑州人民医院口腔科主治医生王涛说，
所以如果简单用止血牙膏缓解出血，会掩盖
一些明显的牙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其他
疾病。③4

中草药牙膏中加入处方药引发热议

添加不违规 建议谨慎选

大河网荣列中国编辑学会电子网络
编辑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

助力网络新媒体产学研合作

《2018老年人跟团旅游消费升级报告》显示，郑州老年人“出游力”排名前20

“银发族”旅游消费毫不手软

全城接力帮助三岁孩子找到耳蜗，网友纷纷感叹——

爱心助力，是秋末郑州最温暖的一笔

1100 新闻事件：10月 12日，来自新疆巴州若羌
县若羌镇的张文虎，在洛阳市伊川县街头突发
脑梗和高血压，在危急时刻，得到了伊川县救助
站的救助。张文虎经过治疗后，病情基本稳
定。10月 17日，救助站工作人员驱车 3100公
里，历经38个小时，将他送回若羌县，由于没有
亲人，他被安置在若羌县福利院暂住。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田育臣 宋向乐

10月 22日晚，郑州市民徐女士致电大河报记者反映说，21日晚，3岁的

侄子在郑州一家超市玩耍时，不慎将20多万的人工耳蜗丢失，通过监控发

现被一名女子捡走，希望大河报能帮孩子找回耳蜗。22日晚 9点 19分，大

河客户端率先发布这一新闻，迅速在网上发酵，该新闻一度在郑州市民朋友

圈刷屏，截至23日下午 3时许，大河客户端这一新闻的阅读量已达200万

之多。23日下午，捡到耳蜗的女子丈夫看到朋友圈的相关信息，主动联系

失主，将耳蜗归还。

网友纷纷感叹：爱心助力，是秋末郑州最温暖的一笔。

10月 23日下午，孩子妈妈程女
士找到儿子丢失的耳蜗。②23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