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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政法工作的关注度，似乎远远不
如对娱乐八卦信息的关注度高。但近日，河
南法制报的一场针对政法工作的直播，却迎
来40多万人的围观，收到良好社会效果。不
得不说，这是一场成功的媒体融合报道。那
么，这场直播究竟有何魅力？

硬件齐全
在如今的新媒体时代，视频制作和直播

报道早已不是电视媒体的“专利”，河南法制
报也建立了自己的视频制作和直播团队。6
月 21 日，河南法制报直播团队首次“放大
招”，全程直播了关于许昌两级法院集中执行
的活动。

为什么说“放大招”呢？首先是足够的技
术支持。这次直播采用的是豫直播平台，河
南法制报首次多线路直播，后台全程有技术
支持，并有导播介入，随时切换直播画面。这
样的直播效果，已媲美电视媒体专业的直播
技术。

其次是充分的人员配备。这次直播，河
南法制报仅派出的一线采访及直播记者就有
3路，此外，有后台的技术人员、网络监控人
员、后方其他各媒体平台的编辑，以及活动的
策划和总指挥人员。

最后是齐全的直播设备。直播需要什
么工具？并不仅仅是一部手机而已。话筒、
充电宝、直播架、转换线、流浪卡等，都是一场
直播不可缺少的设备。

硬件齐全可以说是这次成功的必要条
件。但是，仅仅如此吗？当然不是。

主题有趣
一场直播是否吸引人，直播的主题非常

重要。这次直播的内容是抓“老赖”，话题本
身就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于普通老百姓，
法院的工作可能是神秘的，对于法院的执行
工作，或者说究竟是怎么抓“老赖”的，很多人
是感兴趣的。

“老赖”会不会像大家以为的那样，现场
耍赖呢？

“老赖”会藏在哪里？
“老赖”被抓后，是不是当场就会把执行

款项拿出来？
“老赖”继续耍赖，后果会是什么？
这样的直播既能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又

能让大家近距离接触法院工作，可以通过直
播，同步观看到法院干警是如何工作的。

从网友的评论中，就可看出网友的关注
度：“执行人员辛苦了，以前不了解执行工作，
看了半天才发现工作挺难展开的。”

还有的网友直接留言：“有意思，喜欢！”

策划给力
硬件有了，主题也有了，关键就是怎么表

现的问题了。
一场成功的直播，离不开一次成熟的策

划。
从主题的选择与对接，从直播人员的安

排与到位，从直播前的沟通到直播中的随机
应变，从直播前的造势到直播中的互动，从其
他各媒体平台的配合到二次传播的效果，都
在一个可预知的规划之内，这就是一场成熟
的策划。

这场直播的前一天，河南法制报的官方
微博、微信及网站等，已经预告了这场直播。
直播当天，40 多万人围观，效果已经非常
好。同时，微博、微信在当天同步发布直播内
容，又吸引了一批粉丝的关注。第二天，河南

法制报报纸版面拿出头版主图和16版整版
的篇幅，再次报道了直播内容，形成了一次成
功的政法工作全媒体联动式报道，影响力不
断加大。

有了成功的一次直播，就会有第二次、第
三次……

7月3日，河南法制报直播团队对河南警
察学院招生面试现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直
播，瞬间超10万人点击。

□记者 张可

解构政法新媒体025号

我在等你
河南法制报新媒体拥有新

闻、法律、微电影拍摄等领域的
专业团队，提供优质托管服
务。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法
制报”（ID:hnfazhibao）、官方微
博“@河南法制报微博”，以及
托管的微信公众号“郑州市政
法综治”（ID：zzszfzz）、“河南省
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ID:
hn-fzpzx）等，粉丝基数大、黏
性高，在河南拥有不容忽视的
影响力。

本报 14 版融媒观察版用
排行榜、解构政法新媒体、荐
读等方式，推介河南政法系统
微信、微博大号。

如果你想提升微信、微博
推送质量，增加粉丝数，获得
权威的测评与推荐；如果你在
寻找微信、微博等的托管运营
队伍，请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13838216858
微 信：zxj000608

直播抓“老赖”40多万人围观
是的，你没看错 魅 力

？
何
在

●虞城县宏福达车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000028848，声明作废。
●南阳市网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1300MA3X9BFH6D，中
国民生银行南阳分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130004245201，声明作废。
●南阳方城县润丰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
914113223268304775，声明作废。
●海南珠江物业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郑州分公司收据一本编
号 ：30077033581-30077033600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新时空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豫P1Z921（411620026625）、
豫 P8Z50（411620045160）营运
证遗失，声明作废。
● 债权转让公告
曾换友，你于2015年3月4日向
李军所出具借条形成的二十万
元债权债务，债权人李军现已
将该债权转让给胡鲜，请你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胡鲜履行
该借条所确定的还款义务。

刊登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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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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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兰考博比快餐店，餐饮卫生许
可证（证号：JY24102250003477）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孙中义，郑国用(2013)第17575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本人
声明作废。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特此声明公告。
●郑州广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开户许可证号：J491006612
660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新蔡县孙召镇中心小学公章
丢失，印章编号：412828000222
5，声明作废。
●新蔡县公安局卢辉警官证丢
失，证号076020，声明作废。
●安阳市殷都区晋面朗骨汤削
面店不慎遗失通用定额发票550
份，并列三联50元（100份）号码：
40205351-40205450，并列三联
20元（100份）号码：17150051-1
7150150，并列三联5元（200份）
号码：15197101—15197300，并
列三联10元（150份）号码：2085
6451-20856600，声明作废。
●姓名：段搏阳，编号：F4109052
19，出生日期：2005年10月20日
12点10分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长沙市小刀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税收完税证明丢失，原凭证
号：320180307000097877，票证
字轨：（172）豫地证，票证号码：
01355123，声明作废。

●郑州广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91410105MA464A9X5G），本
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周口百信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注
册号：411692000015977）经研究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04年4月17日出生的焦子
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E410174584，声明作废。
●豫A0835Y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183017689，声明作废。
●朱建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05782，声明作废。
●2007年8月14日出生的尹贺
翔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H410855549，声明作废。
●河南省德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沈丘分公司发票丢失，代码号4100
164350，票号04086830，声明作废。
●杨春玲营业执照正副本丟失，注
册号41142561331103，声明作废。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的雷
佳慧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871911，声明作废。
●新安县源根种植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341
0323MA4415JT5Q，声明作废。
●平顶山市冠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豫D78356车道路运输证丢
失，证号410423003293，声明作废。
●2014年11月6日出生的刘子
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044822，声明作废。
●2014 年 11 月 04 日出生的詹
芷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141783，声明作废。
●许昌市东城区顺记饸烙面馆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
1000MA40TD0LXD,声明作废。
●2013年8月28日出生的赵欣
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913224，声明作废。

●巩义市紫荆凤凰标榜发型沙
龙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181600166497，声明作废。
●巩义市城区万洋洗浴会所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410181600285073，声明作废。
●2012 年 08 月 01 日出生的韩
梦圆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797713，声明作废。
●新蔡天利鹅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1729
100001313，声明作废。
●漯河驿邦物流有限公司豫
LJ9687、豫L1787挂道路运输证
丢失，证号411102005656、4111
02005655，声明作废。
●民权县鑫达农机销售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421000020993，声明作废。
●虞城县新美特工量具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
914114250873294736，声明作废。
●鲁山县瑞琨利仓储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0423317466458R，声明作废。
●周口市赢丰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Z2340 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84029，声明作废。
●周口市新时空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豫P2C92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29490，声明作废。
●周口市星海运输有限公司豫
PC357 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84019，声明作废。

●方城县祥荣广告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1322MA3XC10HXA，声明作废。
●河南盛和万象包装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0823MA44L08A5E，声明作废。
●鹤壁金山垚森金属制品科技
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7份，发票代码：4100174130，发
票号码：03188867、03188868、
03188869、03188870、03188871、
03188872、03188873，声明作废。
●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畅达运
输有限公司豫PX0240（411620
063544）、豫PX950挂（4116200
35172）、豫 PG5673（411620069
200）、豫PR745挂（4116200458
65）营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濮阳县户部寨镇孝彦超市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1092862
634610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濮阳县户部寨乡法友电动门市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92
862604280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鹤壁市山城区春雷路宏达房
屋维修服务部，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1060360803
824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鑫昊商贸有限公司（税号
413023092881916）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发票领购簿、通用机打
平推式发票丢失，票号10696237
-10696241，共5份，声明作废。
●信阳核桃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1503MA451QMX5N，声明作废。

●滑县鑫惠合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南阳市融至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富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商丘市广森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范县鼎鑫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驻马店市安信投资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注册号41170000001
0213）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濮阳县铂爵温泉尚客酒店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武陟县宏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范县新区万家福名酒商行经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截图）

（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