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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中国网摄影培训班招生
光影中国网零基础摄影

培训初级班第 14 期火热招

生，学员可随到随学，学会为

止。培训授课方式以基础理

论知识和摄影实用技巧为

主，讲练结合，由光影中国网

资深专业摄影讲师亲自讲课

并指导创作，使学员能够轻

松掌握摄影知识。

课程内容包括：单反相

机的成像原理、像素及记录

格式，曝光、光圈、快门、感光

度，单反相机色彩设置应用

及照片风格设置，PS基础应

用和使用方法，工具之间的

配合详解，各种工具特效制

作应用，人像实拍练习与前、

后期结合应用。

本期培训，将由经验丰

富的艺博人像影楼技术培训

中心校长王青林为学员带来

各类实用摄影技巧、摄影后

期制作心得。王青林从事摄

影事业二十余年，擅长时尚

唯美人像创作与指导教学，

专攻商业人像用光技术，引

领影楼时尚人像前沿风尚。

长期以来致力于摄影传播与

教学工作，有丰富的摄影教

学经验，善于把理论与实践

结合起来，从零基础开始，一

步一步让学员玩转单反，从

菜鸟成长为专业摄影师。

本期培训班将于 11 月

28日（周四）正式开课，两个

月共设置 8节课程和 2次外

拍实践，每周四 18:30～20:30
授课。

咨询电话：18903770522
18639822572

培训地址：南阳市七一

路南阳报业传媒集团 3号楼

4楼南阳网会议室。②8
（张 景）

聚 焦
媒体融合排头兵 新闻宣传主阵地

南阳网强力打造十大网络平台
南阳网由市委宣传部主管、南阳报

业传媒集团主办，是“第二届中国地市新

闻网站十强”“全国地方十大品牌网站”

“全国地方较具影响力品牌网站”“河南

省首届十佳网站”“南阳市唯一重点新闻

网站”。目前，网站百度收录新闻页面

2230 多万条，注册的网站、微信、微

博、手机报用户达 260 万余人，独立 IP

日平均值 35万余个，日点击量达到 1500

多万人次。南阳网已经成为全市互联网

新闻宣传的排头兵，是一家具有新闻采

访、编辑和发布资质的综合性新闻网站。

南阳网强力打造十大网络平台，各

平台独具特色又相互补充，形成全方位

覆盖、多领域拓展的新闻宣传主阵地。

南阳网技术团队拥有多名国内一流的数据库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

网络工程师、前端设计师。该团队成立以来承担了市委、市政府历届重大活

动新闻网站的设计制作，如玉雕节、医药文化节等；承建了第七届全国农民

运动会、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等重要官方网站建设。

根据南阳报业传媒集团的实际需求，南阳网技术团队

自主研发了融合调度系统、稿库储存、分发系统和大

数据中心的中央厨房系统。南阳网技术团队是一支年

轻而充满活力的精英团队，是南阳乃至豫西南地区较

具实力的创业团队。

（黄术生）

南阳网技术研发

11月 24日，著名旅意歌

唱家、中央歌剧院马华教授

应博越高考音乐学校邀请，

到我市开展声乐美声漫谈讲

座。南阳理工、南阳师院的

学生以及高三音乐艺考生和

家长共百余人聆听讲座。

马华老师结合在意大利

多年留学的经历和参赛经

验，以及丰富的教学经验，就

意大利纯正歌唱技术以及如

何将东、西方的演唱技法融

合运用等，与现场老师和学

生们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讲

授，并现场邀请听众实战演

唱，实践指导，专业点评，针

对每位老师在歌唱中存在的

不同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决

办法。通过亲身示范，为大

家展现了声音的自然、美好，

师生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

美声的魅力。

讲座现场气氛热烈，马

华老师以专业的水平、朴实

的语言带给大家美妙的声乐

畅享之旅，师生受益匪浅。

南阳博越高考音乐学校

校长李春萌表示，博越高考

音乐学校自创办以来一直专

注教育教学，这次邀请专家

来讲学，正是坚持了这一原

则，让学生们开阔视野，真

听、真看、真感受，亲身体会

专家级音乐教学所带来的魅

力，提高同学们对音乐的兴

趣，增强考大学的迫切愿望。

最后，马华老师对南阳

博越高考音乐学校的学生送

上祝福，希望学生们坚持自我

个性，展示自己的声音，奋力

拼搏，考上理想的大学，攀登

更高的平台。希望南阳博越

音乐高考学校在今后能为南

阳的音乐学子们带来更多更

好的艺术盛宴。②8
（刘 婉）

歌唱家马华到我市授课

书记市长留言板自 2009年开通以来，起到了汇集民智、尊重民意、关注

民生、排解民忧、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市委市政府督查室组织各县市

区和市直各部门据此建立了

快速反应机制，认真调查督

办，快速解决问题、回复留

言，受到了网民的称赞。截

至目前，累计受理网上留言

近 130万条，已经成为“南阳

网上信访室”。

南阳书记市长网上留言板

南阳手机报（河南手机报南阳版）由南阳报业传媒集

团、河南手机报主管，南阳网主办，被市委定位为“移动互

联网时代市委的手机党报”。自创刊伊始，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讲好南阳故事、传播南阳声音、凝聚南阳力

量、树好南阳形象，内容生动鲜活、可读可议，受到读者的

广泛好评。开办 10年来，手机报已累计发布 6000多期。

目前，自费用户和统付用户合计达 20万人，用户覆盖全

市十三个县市区和四个功能区。

南阳手机报

由南阳网倾力打造的南阳手机移动应用平台——

南阳网客户端，2014年 6月 5日正式上线。该平台开

设有微矩阵、微生活、微阅读、微活动、百事通 5 个频

道，具有传统媒体聚合、新媒体聚合、电商运营平台、办事

服务指南、互动参与等五大功能，涉及新闻、购物、消费、

娱乐、服务等内容，形成一个以手机为终端的线上生活

圈，是一个与广大居民息息相关的生活信息平台。目前，

南阳网客户端下载量达到 15万人，日平均浏览量 300万
人次。

南阳网客户端

南阳网微信公众号拥有粉丝 100多万，每天发送一期，是南阳热门的媒体

微信公众号。南阳网微信编辑中心特别注重精选本地热点新闻，突出本地化、

行业化，策划原创首发微信，近百姓、接地气。今年

9月、10月连续在清博大数据、西瓜数据平台南阳地

区总榜排名均占第一，赢得全市排名冠军。清博指数

WCI为 836.1，西瓜数据的指数为 715.2，综合指数为

679.5，在河南省排第 43名，最近 30日获得热门推文

达 10篇，头条平均阅读量超过 15000人次，成为南阳

第一大号。

南阳网公众微信

南阳网直播是基于新华社“现场云”技术平台而

打造的，南阳网报道资源可直接进入国家通讯社的传

播平台。通过“现场云”系统，现场直播只需一台手

机，就可以对接新华社“现场云”，实现素材采集、同

步回传、实时编辑、在线播发，大大增强地方报道的

时效性。南阳网直播小组通过“现场云”直播，一次

次将精彩活动传递给手机观众，让其如同亲临现场感

受气氛、大饱眼福。

南阳网直播

南阳网影视中心拥有文案策划、摄像、非线编辑人员、主持人、配音员等 20
余人，拥有嘉宾访谈室、录音棚、大型摄像现场设备和手机配套录影设备，技术力

量雄厚。在视频发展上，拥有视频直播、访谈、微视频资源；在新手段传播上，开

发有动漫、电子画册、抖音、微视等移动应用宣传产品，

目前是南阳官媒较为强大的视频宣传团队，是党政机关

宣传片重要的生产平台。影视中心现具有视频现场直

播、嘉宾访谈录制、专题片制作、微视频等创作能力，以

强大的文字策划为基础，采用实景拍摄、电脑动画特技

合成两大手段，综合、立体地表现视频效果。

南阳网影视

自 2018年 4月份以来，南阳网在市委宣传部、市

委网信办、南阳报业传媒集团的指导下，不断规范网

络评论员队伍建设和管理，强化网络舆论阵地建设。

在南阳网开辟网评频道，创树网络评论品牌，旗帜鲜

明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强化网络舆论引导；加大正

面宣传力度，聚焦社会热点，回应民生诉求，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鼓与呼，在网络上引起热烈反响。

南阳网网评

南阳网 H5动漫创意团队，是一支专注于视觉创意

和用户体验的团队，设计范围涉及产品包装、广告创

意、品牌宣传、互动营销等，团队由南阳网专业的文

案策划、视觉创意、前端设计、技术研发、多媒体人

才构成。团队成立以来，通过创意、设计、互动的呈

现，满足不同用户不同品牌的线上宣传需求，已设计

H5相关作品 50多个，总访问量达 300余万人次。

南阳网动漫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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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中国网以“大众、交友、专业、共赢”为宗旨，成为摄影信息互动交流的全

国性专业摄影网站。网站开设有行摄风光、人物人像、人文纪实、手机摄影等 20
多个栏目；设有总编、主编、总顾问、摄影管理、版主、分站站长、分部部长等管理

职位，管理人员达 400余人。目前已在全国各地和美

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地成立了 120多个摄影分部，摄

影基地共计 40余个，摄影会员达 10万余人，其中，中摄

影会员 300多位，日均发帖量 2万余帖，居全国摄影专

业网站前列。网站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比赛、年年有多

项全国性的摄影大赛，已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起

了广泛的影响，成为知名度较高的国内专业摄影网站。

光影中国网

被告人李林丰因非

法 吸 收 公 众 存 款 罪 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被唐河

县公安局立案打击，2018
年 3月 2日经唐河县人民

法院审结，李林丰案处置

小组已将涉案资金兑付

给 26名集资参与群众，现

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唐河县处非办

2019年 11月 27日

结 案 公 告

二、其他规划建设要求

编号 19- 33 宗地人防工程建

设，以淅人防核字 [2019]02号《防空

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告知书》为准，

防护等级初步为乙类六级。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

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申

请人需办理网上挂牌 CA数字证书，

请与河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联

系。联系电话 0371- 96596、0371-

86109777。
凡存在土地违法违规违约行为

的企业或个人，在违法违规违约行

为处理完毕之前，该企业（包括其控

股股东及其控股股东新设企业）或

个人不得参加土地竞买活动。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挂牌出让

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六、申请人可于 2019年 11月 28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9 日，登录河南

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2月 29日 17时。

七、申请人在公告规定的报名

截止时间之前，必须向出让人提交

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接受出让人

资格审查。如因竞买申请人的资格

审查未通过，造成不能签订成交确

认书的，由竞买申请人自行承当相

应责任。

八、挂牌网址：河南省自然资源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www.hngtjy.cn/
home.jsp）。挂牌时间为：2019年 12月
18日8时至2019年12月31日17时。

九、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

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网

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

进行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

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 WinXP/Win7/
Win8；浏览器请使用 IE8.0、IE9.0、
IE10，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

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

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河南 CA 官方网

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

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

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

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十、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淅川县土地收购储

备中心

联系电话：0377-69222111
联 系 人：李女士

收款单位全称：淅川县非税收

入管理局

开户行：工行淅川支行

农行淅川支行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淅川支行

邮政储蓄银行淅川支行

账号：竞买保证金账号由网上

交易系统自动生成。

淅川县自然资源局

2019年 11月 28日

编号

19-33

19-34

宗地名称

位置

鹳河路

北段

上集镇

蛮子营村

出让面积

（㎡）

14887.53
（合 22.33亩）

16859.40
（合 25.29亩）

土地

用途

居住

社会

福利

设施

出让

年限

70

50

起始价

（万元）

3830

550

保证金

（万元）

1150

17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不小于 1.0且不大于 3.6
建筑密度不大于 30%
绿地率不小于 30%
配套商业和综合服务设施面积占总建筑

面积比例不高于 30%
容积率≤1.04
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0%

淅川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2019〕11号

经淅川县人民政府批准，淅川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宗地基本情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