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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

3月19日9时16分，新
华视点微博首发相关报道。
此后，人民网、央视新闻等多
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道。
截至3月27日18时，视频
播放量达595.3万次。

传播数据：

595.3万

新闻事件：许昌的陈伟起，今年35岁，是一
名科幻小说作者。他患有先天性重度脑瘫，双
手不能打字，但从未放弃写作的梦想。他用舌
尖顶起嘴唇敲打键盘，创作了百万字的科幻文
学作品，其中已经出版的作品近三十万字。
2018年，他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科普科
幻青年之星”荣誉称号。

“亲吻”键盘上万次
他用舌尖敲出百万字

新闻事件：3月 25日下午 4点 20分左右，
福银高速湖北襄阳段，一辆正在行驶的大巴车
突然自燃，司机并没有发现。此时，驾车跟在这
辆大巴车后的河南小伙何云涛立即一边鸣笛一
边加速行驶，超过大巴车并将它拦截下来。车
上43人全部获救，无一人受伤。

大巴车高速上突发自燃
河南小伙一个举动救下全车人

3月25日23时3分，
东方今报微博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央视新闻、中国之
声、河南日报等多家媒体转
发。截至3月27日18时，
视频播放量达410.2万次。

传播数据：

410.2万

融媒工作室 出品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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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暖焦点

河南正能量连续三年
位居全国总榜第一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公司”）拟对所持有的河南东油国连实业有
限公司等 3户不良债权进行处置，特发布此
公告。

本次公告债权共3户，涉及本金及利息等
相关权益共计为人民币197546826.55元，其中
本金98714490.45元、利息98832336.10元（截
至2018年11月12日），均分布在河南省郑州地
区。资产明细见右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可能根
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
方案作适当调整，既有可能对整体资产组包
处置，也有可能分拆组包或单户处置。如需
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
情况请登录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
站：www.zyamc.net或中原金融资产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ccfaex.com 查询，或

与交易联系人接洽。如有购买意向，缴纳一
定数额保证金并与我公司签订相关保密协议
后，可查询具体项目档案。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
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
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
上述人员及其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上述人员有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
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
任何对本处置项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
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
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李女士 0371-61779630
通信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才高街6号
邮编：450018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

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371-61779622
监督管理部门：河南省财政厅企业监管办

0371-65808130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0371-69690817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8日

序

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河南东油国连实业有限

公司

河南中灿基业贸易有限

公司

河南昌昇实业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本金

（人民币元）

44,808,073.84

49,949,747.30

3,956,669.31

利息

（人民币元）

46,646,234.02

50,810,309.05

1,375,793.04

担保情况

河南东风汽车油品有限公司、冯萍、梁冰、梁爽、路学文、原新华

河南东风汽车油品有限公司、陈淮生、于丽霞、冯萍、梁冰、路学文、原新华

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太极置业有限公司、屈亚脊、金子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河南东油国连实业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丁洋涛）
中国游客将再次遍布国内、海外的热门目
的地，全球也将再次迎来“中国假日”。3
月 27日，记者从携程发布的《2019清明小
长假旅游趋势预测报告》获悉，今年清明
小长假预计有超过1.1亿人次出游，泰国、
日本和越南成跟团游客最青睐的国家。
新一线城市郑州在清明旅游 20大客源城
市中排名第16位。

去年清明节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
1.01亿人次，同比增长8%，实现旅游总收
入420亿元。

今年清明节，根据携程旅游研究专家
分析，景区门票降价优惠、高铁开通、航线
增多、免签或落地签目的地增多等多重利
好因素，有力助推国内民众的出游意愿。

记者从携程获悉，目前有来自 500多
个国内外城市的旅游者，通过预订跟团游、
自由行、定制旅游、当地玩乐等产品，将到
达 88 个国家和地区的 790 个目的地城
市。在线旅游网站和手机客户端依然是我
国游客查询、预订的重要渠道。50后和60

后游客成线下门店旅游产品购买主力。
中短途游是今年清明出境游的主要内

容。记者了解到，根据携程出境跟团游的订
单人数，预计今年清明节最受中国跟团游客
青睐的前3个国家和地区是：泰国、日本、越
南。而根据携程自由行数据，日本、泰国等
预计成为最受欢迎的出境自由行目的地。

日本的樱花越来越受国人喜爱，国人
春季赴日赏樱已成常态，日本也在自由行
游客数量上实现了对泰国的超越。据估
算，2019年赏樱季预计将有100万中国游
客赴日旅游。

国内哪些城市的游客更喜欢清明出
行？根据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数据，清明
旅游 20大客源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成
都、广州、重庆、南京、武汉、杭州、天津、深
圳、西安、昆明、长沙、无锡、合肥、郑州、贵
阳、济南、沈阳和南宁。新一线城市郑州
作为一个偏年轻化的千万人口城市，在清
明旅游客源城市中排名第16位。

清明节是国内赏花游的好时节。随着
天气转暖，长江以南地区开始进入花期，云
南、广西、上海、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
的油菜花、桃花、樱花相继绽放。而诸如安
徽、湖北、湖南等地距河南都相对较近，适合
河南老乡安排中近程踏青出游活动。③9

春光正好，万物复苏。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赏

春踏青季，今年春天你怎
么玩？

是一个人说走就走，还
是跟“另一半”浪漫出游，或是
一群人热热闹闹、策马奔腾？

好玩的地方那么多，你想去哪里？
美景、美食，哪个能吸引你的目光？
别人出去撒欢，你却在朋友圈里暗自神

伤，是什么阻碍了你出游的步伐？
快来参与《焦点网谈》联合腾讯·大豫

网推出的“春游线上调查”。③8

（腾讯·大豫网 供稿）

今年清明假期出游
预计超 1.1亿人次

郑州跻身前20大客源城市

新闻事件:3月 16日，郑州 101路公交车行
驶至河南省人民医院时，一位打算上车的老年
女乘客突然晕倒在前门处。车长立即拨打
120，一女子从车上下来走到晕倒的女乘客身
旁照顾，并不时安慰生病的女乘客。据了解，出
手相助的女子是一位实习护士。随后，120赶
到现场对晕倒女子进行了检查和救治。

公交站台前老人突然晕倒
实习护士出手相助

传播数据：

139.1万

3月19日17时12分，
猛犸新闻首发相关报道，河
南日报、新浪河南等多家媒
体微博转发相关报道。截
至3月27日18时，视频播
放量达139.1万次。③5

《焦点网谈》联合腾讯·
大豫网推出线上调查

这个春天你去哪儿玩？

扫码参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自今年 1月 1日在北京
上线以来，不仅多次登上应用商店免费下载榜首，
如何快速积累学习“积分”也成了大家见面互相交
流的热门话题。

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负责运维的“学习强国”
河南学习平台 1月 24日上线。记者 3月 27日获
悉，目前河南注册用户已达607.5万人，日活跃用
户达378.5万人。

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的“新助手”，“学
习强国”巧妙设计的积分规则和“积分榜单”是广大
网友的学习“神器”之一。每天早、中、晚设置的3
个活跃时段可以双倍积分，浏览、收藏、评论、转发
分别按照不同规则积分。而每日刷新的积分排行
榜单，则大大激发了大家不甘人后的学习积极性。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两会
前方报道组临时党支部举行的特殊支部活动，经
河南学习平台刊发后，被“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以《学
习在两会：别样的两会媒体人支部活动》为题选用，
其中单条网友评论，24小时内近2万网友点赞。

截至3月27日，河南学习平台已编发河南各地
图片、文字、视频等多媒体稿件3300多篇。②25

“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

注册用户达607.5万

河南学习平台
●1月24日上线

●注册用户达607.5万

●日活跃用户达378.5万

当地时间 3月 25日，法国《费加

罗报》重磅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对法国

的国事访问。在同一天，《费加罗报》

还在第九版刊发整版报道，讲述了位

于“中国之中”的郑州奋进发展的精

彩故事。

这 篇 题 为《Zhengzhou ambitionne
de devenir le centre logistique de
Chine》（中国郑州：“国际商都”乘势启航）
的报道，展示了郑州作为“一带一路”的重
要节点城市，用“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郑
州特色”，着力打造陆上、空中、海上、网上

“四条丝路”的生动实践和出彩故事。
近年来，郑州市瞄准“世界地图”，深

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通过着力建设
“陆上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网上丝
绸之路”，积极对接“海上丝绸之路”，不断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探索出了一条内陆地
区开放引领、高质量快速发展之路。目
前，蓬勃发展的郑州正向国家中心城市昂
首迈进。

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

郑州市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文化旅
游等交流日益增多，使这座华夏文明传承
创新核心区的中原古都，焕发出新的活
力。少林功夫早已是我国外交的文化名
片，郑州“空中丝绸之路”也成为中国与卢
森堡国家间交往的纽带，“国际郑”越来越
频繁地在国际舞台上展露身姿。

《费加罗报》是法国发行量最大和最
具影响力的纸媒之一。3月 23日，习近平
主席访问法国前夕，在《费加罗报》上发表
了题为《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并肩前
行》的署名文章。

“中国之中”的“国际郑”遇上诗意浪
漫的法兰西，引起了网友热议。人民网、
新华网、河南日报新媒体、郑州日报等多
家媒体关注并报道相关内容。

“国际郑”亮相法国《费加罗报》引网友热议

向世界讲述郑州故事

费加罗报（Le Figaro）是在巴黎出版的综
合性日报，也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创立
于1826年。

其报名源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政治喜
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主人公费加罗。费加
罗是法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备受人们尊重的
文学人物，包括左拉、莫里哀、纪德在内的很
多文学大师都以其为主人公进行过创作。

《费加罗报》隶属于沙克报业集团。该集
团在法国和比利时共拥有超过 70 种法语媒
体。其总部位于巴黎。③8

为了让全世界看到更多郑州好故事，听到
更多郑州好声音，郑州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舆
论环境。郑州城市形象宣传片登陆多个国际大
都市，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日
本东京、南非约翰内斯堡等的繁华地段、大型机
场，以“中国之中，商都郑州”为主题向全球推
介，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在国内，郑州以充满
人文情怀的软性宣传口号“郑州，一个都说‘中’
的地方”，通过央视、凤凰卫视、今日头条等发布
宣传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未来，“国际郑”还将讲述更多出彩故事，为
郑州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先出彩出重彩，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

网友@酱猪仙草：陆空网海四通八达，

物流枢纽国际郑“中”！这下法国人民会对

咱郑州有了更多了解，“国际郑”是真国际！

网友@魔芋大挪移：不出郑州尽享全

球商品，买全球卖全球。咱不仅有厚重的

历史，有蓬勃的当下，更有耀眼的未来。

网友@侠客行不行：郑州近几年确实

发展很快！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相信

咱郑州还能创造更多举世瞩目的成就。

网友@程序猿猿圆：啥也不说了，骄

傲，自豪，欣慰……中！希望以后郑州还

能被更多像《费加罗报》这样的外国权威

媒体报道。

网友@thult:郑州的区位优势正在被

全球看好。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遇，当然

也是个考验，我们能做的就是趁着国家政

策优势，加快自己发展的步伐，吸引更多

的关注。

网友@那时的天空：“国际郑”引起了

法国人的注意，是值得每个河南人骄傲

的，这说明郑州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已

经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何心悦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

网友评论

3月 25日，法国《费加罗报》报道
郑州的版面截图。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蔡君彦）3月
26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在杭州举办首届天天
正能量年度人物颁奖礼。活动现场发布的“2018
天天正能量年度公益报告”中，揭晓了2018年度
十大正能量省份、十大正能量城市、十大正能量
省份总榜等，并在十大正能量省份榜单的基础上，
首度发布“十大正能量省份·正能量城市”榜单。

记者了解到，天天正能量自2013年 7月上
线至今，河南累计获奖次数达264次，连续三年
位居全国十大正能量省份总榜之首。

2018年度十大正能量媒体中，大河报位居
第二，获奖次数28次。这些获得天天正能量奖
励的人中，有勇斗小偷的法医、火中救人的城
管、悬空救人的医生、捡废品的大妈、替亡夫还
债的妻子、省钱捐款的八旬老人、背母看社火的
孝子、昏迷前踩刹车的司机、带着妈妈上大学的
学生、骑车 12公里送人的公交车长、水塘连救
4人的农民……这些凡人善举，让我们看到了
人性中的真善美，传递着温暖和正能量。

此外，郑州市上榜2018年度全国十大正能
量城市。③9

航拍下的郑州市郑东新区航拍下的郑州市郑东新区CBDCBD核心区非常壮观核心区非常壮观。。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