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 2483票

4.3%

牡丹 3.9万票

68.4%

荷花 4970票

8.6%

梅花 1万票

18.7%

@人民日报微博投票
参与人数5.8万（截至7月17日20:00）

●● ●● ●●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石经文 王丽聪

舆情暖焦点

患癌母亲为娃做一箱衣服

7月 15日 11时 14分，
时间视频首发相关报道，央
视新闻、新华网、河南日报等
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7月17日18时，视
频播放量达902万次。

传播数据：

902 万

用爱和温暖
守护生命的美好

焦点网谈│082019年7月 18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金京艺 刘志强 美编 单莉伟jdwt@henandaily.cn

新闻事件：1959年，年仅 4岁的孔香英在上
海火车站丢失。60年来，孔家人一直在寻找女
儿。在上海、新乡两地志愿者的帮助下，耗时两个
月，通过查找资料、排查信息、采血比对等，92岁
的母亲终于见到了64岁的女儿。

时隔60年的团圆

7月13日 9时 9分，紫
金山视频首发相关报道，人
民日报、河北共青团、网信
天津等微博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 7月 17日 18时，
视频播放量达430万次。

传播数据：

430 万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

新闻事件：今年3月，带着女儿在河南打拼的
刘玲玲被查出患乳腺癌。她首先想到自己一双年
幼的儿女，于是她把孩子10岁前的衣服都做了，装
了整整一箱子。她说，万一有什么意外，想让孩子
知道我爱他们，他们也会想起有我这个妈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丁洋涛

7月17日，由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委托全国信
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四家机构，成立的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以下
简称“工作组”）发布通知，督促40款存在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问题的APP运营者尽快整改。其中，理
财贷款类 APP成重灾区，包括老虎证券、富途牛
牛、悟空理财等17款理财贷款类APP被“点名”。

“很多软件都会要求获取地理位置信息和通讯
录权限。”郑州市民韩女士表示。手机APP违法违
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今年
1月至7月，工作组收到举报信息6000余条，涉及
1900余款APP，其中与金融借贷类APP相关的举
报信息有1800余条，涉及的APP达800余款。

工作组此前发文称，对于一些无隐私政策、无
法注销账号、强制收集无关个人信息等涉嫌违法违
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的金融借贷类APP，工作
组将对其进行核验、评估、督促整改，情节严重的
予以下架、停止服务，涉及违法经营和刑事犯罪
的，将转交相关主管部门或公安部门处置。③9

新闻事件：郑州95后小伙蔡青波用200台无
人机在天空飞出了“你好河南”、河南地图等图案，
向家乡表白。蔡青波因喜欢无人机，大学毕业后
与朋友合伙花百万元买了 200台无人机，这次他
用特别的方式表白郑州，表白河南。

200台无人机向家乡深情告白

7月14日16时42分，
时间视频首发相关报道，新
华网、人民网河南频道、大河
报等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7月17日18时，视
频播放量达260万次。③9

传播数据：

260 万

融媒工作室 出品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理财贷款APP成重灾区

洛阳市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李清道在采访中表示，国花是
一个国家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传统文
化的体现。牡丹国色天香，从古至今备
受赞誉，深受广大人民喜爱，有深厚文化
底蕴，寓意繁荣昌盛、富贵平安、幸福吉
祥，能体现大国风范。

李清道说，牡丹如果能定为国花，对
洛阳、对河南将是特别好的历史机遇。
洛阳本来就是牡丹的故乡，被称为牡丹
花都，成功举办了37届牡丹花会，并且牡
丹花会早已经成为国家级节会。如果牡
丹被定为国花，对洛阳的牡丹花卉产业
发展将是极大的促进，对洛阳的旅游产
业及相关行业都是极大的利好。

无论身居洛阳与否，提及“洛阳牡
丹”大多数人都会肯定其“甲天下”的美
誉。究其根本，大体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洛阳是“中国牡丹的故乡”
和“中国牡丹花都”，享誉天下的洛阳牡
丹，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距今已

有 1500 多年的栽培史，形成了独具
魅力的洛阳牡丹文化。《群芳谱》

曰：“唐宋时，洛阳之花为天下
冠，故牡丹竟名洛阳花。”此时
牡丹培植中心则由长安移至

洛阳，成就“洛阳牡丹甲
天下”之美名，到了宋代
诗人李正封的“国色朝酣
酒，天香染夜衣”一句更
使 牡 丹 获 得 了“ 国 色 天

香”的称号。
另一方面，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种植

牡丹的传统，但都不及洛阳牡丹花朵硕
大，花色艳丽，花形典雅。欧阳修诗云：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说
明了牡丹之“奇”缘于洛阳的“地脉”。洛
阳土壤微量元素丰富，加上适宜的气候条
件 ，洛 阳 就 成 了 牡 丹 生 长 的“ 风 水 宝
地”。因此也就有了“洛阳牡丹甲天下”
之说。

邀你投一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杨 本报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高端大气，展现大国风范。”……这两天，在新浪微博#中国花协
推荐牡丹为国花#的话题引发广大网友热议，你怎么看？

7月 15日，中国花卉协会发布《征求牡
丹为我国国花意见的通知》（中花协字
〔2019〕16 号），并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投
票：我心中的国花》，面向公众开放网络投
票通道，征求社会对推荐牡丹为我国国花
的意见。7月 15日至 19日 15：00，公众可
以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投票，表达自己的
意愿。

通知指出，国花是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
的象征，是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今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我国社会
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确定国花，时机
成熟。

通知介绍，经组织专家研究讨论，我国
应确定“一个国花”，确定国花的基本条件：
一是起源于中国，栽培历史悠久，适应性强，
分布广泛，品种资源丰富；二是花姿、花色美
丽大气，能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性
格特征；三是文化底蕴深厚，为广大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四是用途广泛，具有较高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通知提出，现综合各方意见，推荐牡丹
为我国国花。

据了解，为了评选，中国花协专门于今
年2月成立了国花评审小组。6月 29日，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花卉协会在北京组
织召开了国花评审专家研讨会，32名专家
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对确定我国国花进行
研究讨论。此次投票已获得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的授权。

记者进入投票页面发现，可以点击同意
牡丹为国花提交，若不同意牡丹为国花，网
友还可以选择梅花、菊花、兰花、月季、杜鹃、
茶花、荷花等一种花卉提交。

投票一经发出，引起网友热议，大量网
民投票参与。据相关媒体报道，7月 17日，
中国花卉协会的工作人员董燕向记者表示，
截至 7月 16日晚上 11点，总共有 6万多的
投票，投票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选择牡丹。
此次投票“只是收集民情民意”，把意见收集
起来供上级参考，国花最终由国家相关部门
决定。

据了解，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有自己的
国花，尽管国花不具排他性，有一国数花
或一花数国的状况，但各国国花都有其
独特深刻的寓意。较广为人知的如美国国
花玫瑰、日本国花樱花、荷兰国花郁金香、
俄罗斯国花向日葵等。

日本被誉为“樱花之国”，每逢春光明
媚之时，遍植日本的樱花树花团锦簇、灿
若云霞。日本人民认为樱花具有高雅、刚

劲、清秀质朴和独立的精神，把樱花作为
勤劳、勇敢、智慧的象征。向日葵是俄罗
斯的国花，俄罗斯人民认为向日葵是向往
光明之花，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给
人带来美好希望。美国国花的确定则经
过了百年争论，1986 年 9 月 23 日美国国
会众议院通过玫瑰为国花，美国人认为玫
瑰是爱情、和平、友谊、勇气和献身精神的
化身。

@虎睿客：“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的

雍容华贵，确实与泱泱大国的气质相搭，国

色天香、花开富贵，寓意也好，支持牡丹！

@PUZZLE-朱会飞：大洛阳牡丹

甲天下，河南洛阳欢迎你！

@小龙女是龙：我印象中，国花就是

牡丹，牡丹好啊！名动天下富贵荣华而

又生于百姓家，好兆头好象征，大气雍容

国泰民安！

@怡宁：牡丹、玫瑰、郁金香和梅花都

爱，但印象里国花的代表就是牡丹，象征太

平盛世、雍华富贵。莲花、梅花寓意也好，

但用来代表整个国家还是缺少了些气势。

@固定水波：我 觉 得 选 牡 丹 挺 好

的 ——富、贵、华、美。莲花代表出淤泥

而不染的君子，梅花则是品格高洁的象

征。各花有各自代表的精神，若选一个

代表中国，还是牡丹最为合适。

@怀旧的京：一直以来国人多认为

国花就是牡丹，更能体现我们的大国形

象。③5

新闻速递

推荐牡丹为国花 中国花协征集公众投票

网友热议

背景链接

一百多个国家有国花

专家观点

牡丹评国花
河南好机遇

为何“洛阳牡丹甲天下”

□本报记者 李保平
本报通讯员 黄德民 李向阳

在豫西名城偃师市，坐落着河南省
仅有的一家国字号兽药生产企业——
洛阳市兽药厂。这家大门颜值看似寻
常的企业，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内涵，先
后获得实用新型、发明和外观专利近
20项、兽药产品批准文号80多个，拥有
河南省著名商标——“洛神”牌商标，荣
获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荣誉称号。

回眸洛阳市兽药厂十余年来不断
创新升级、发展壮大的历史，无不闪烁
着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负重奋
进、顽强拼搏、重获新生的光辉。

责任大于天 担当勇向前

洛阳市兽药厂创办于 1986年，靠
32万元注册资金起家。2008 年受金
融危机的影响，加之企业内部管理不
善，职工队伍涣散、资金紧缺，外欠账
及银行贷款近 1000万元无力偿还，危
机四伏。国有企业不行、必须改为民
营的议论蔓延一时。

责任大于天。身为共产党员的魏
迎军临危受命，担任洛阳市兽药厂厂
长。面对困难，魏迎军勇于担当，迎难而
上，自筹资金50万元，补发工资、补交社

保金，稳定职工队伍，逐步恢复生产。为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洛阳市兽药厂实施
人事制度改革，能者上、庸者下，对员工
进行优化组合，完善生产、销售、管理奖
惩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为凝聚人心，企业在资金非常紧张的情
况下，每年为职工体检、为职工办理意外
伤害保险……实实在在的关怀温暖着
员工的心，凝聚着团结奋进的力量。

为提高企业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
魏迎军又多方筹资 80万元，依据国家
兽药 GMP 管理模式，加强软硬件建
设。2010年，企业新上粉、散、预混剂
生产线及消毒剂、杀虫剂生产线，通过

GMP管理认证；2015年，企业颗粒剂
生产线通过GMP认证；2017年，新上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产线2条；2018年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产线通过验收，彻
底摆脱了企业仅有水针剂生产线通过
GMP认证的单一局面，生产经营范围
不断扩大，生产及检验设施提升到行业
一流水平，企业生产走上了稳定发展、
效益倍增的良性发展轨道。

近 5 年，企业经营一年一个新台
阶，“洛神”牌兽药成为河南省著名商
标，市场份额越来越大。2018年企业
销售收入比10年前增长了10多倍；企
业资产由负资产转变为净资产，步入无

外债无贷款的良性发展轨道，成为集兽
药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研发、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现代化中型兽药技企业。

实施科技创新，为企业装上
腾飞引擎

日前，洛阳市兽药厂一种畜禽用复
方恩诺沙星美洛昔康可溶性粉，荣获国
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
是企业持续实施科技创新的又一硕果。

洛阳市兽药厂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52人，与河南科技大学兽药工程技术
中心、中国农科院研究所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关系，常年聘请专家、教授 4人服
务企业，并拥有4套科技公寓，供专家、
教授、技术员、大学毕业实习生专用。

为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企业引
进 具 有 世 界 领 先 水 平 的 森 吉 尔
（SEARCH）生产技术和实验设备，成
立洛阳市兽药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先后申报实用型发明专利、外观专
利 10多项，并实现了兽药由化学药物
向生物制剂、中药和功能型饲料添加
剂转变，开创兽药行业多项第一。

严格规范管理，履行行业社
会责任

认识魏迎军的人，都觉得他有点
“虎”气。在他眼里，时间就是企业的
效 益 ，质 量 就 是 企 业 的 生 命 ，只 有
100%合格的产品才能赢得市场和客
户。为此企业每年都要对全体职工
进行岗前培训和安全培训。正是依
靠严格的质量管理，企业每年生产和
检验上千批次的产品，合格率均为

100%。2017 年，在全国省级和部级
市场抽检中，洛阳市兽药厂被抽检的
29 个批次的产品，全部质量合格，企
业两次获河南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A
级工业企业称号，成为中国动物保健
品协会理事单位，省动物保健品协会
常务理事单位，被郑州牧专、河科大
动物学院、河南农业大学确定为教学
实习基地。

市场在变化，发展是永恒。魏迎
军认为，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负责人、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责任是党和政府
的信任，担当是不可推卸的职责，创新
是履职尽责、支撑发展的永远动力。

这，就是一个国有企业和企业家
的胸怀和担当。

创新打造“洛神”传奇

与河南农业大学产研结合签约仪式

企业厂区
一景

你心中的国花是哪种花？

日本国花

樱花

德国国花

矢车菊

印度国花

荷花

俄罗斯国花

向日葵

扫码投票
时间：7月15日至7月 19日 15:00

本栏图片来自网络 制图/单莉伟

国色牡丹“升”国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