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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马钰春子）

悠悠艾草香 ,绵绵情意长。端午节将

至，6月 25日市领导将携手正能量网

红主播在南阳网抖音直播间，为南阳

艾草代言，弘扬中医药文化，打响

“宛药”品牌，助力建设“世界艾

乡”，让南阳中医药惠及更多人。

艾草产业，是南阳中医药产业一

颗璀璨的明珠。今年，一场席卷全球

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南阳中医药在国

内外大放异彩。作为全国中药材主产

区之一，南阳得天独厚的地理、土

壤、气候、生态条件，造就了南阳艾

非凡的品质。南阳艾产业通过近几年

的发展，“八大宛药”之一的艾草，

在我市已发展成为富民兴业的支柱产

业。据了解，全市种植艾草 24万余

亩，注册企业 1529家，年产值 110亿
元，带动了 10万名农民从种植、采

收、加工、销售中收益。艾草产业已

成为南阳中药材产业发展龙头，“世

界艾乡”品牌正在打响。端午节即将

来临，市领导将做客南阳网抖音直播

间，携手淘宝直播网红彭雨橙、快手

网红车圈女神，共同端午话艾，通过

“云交易”“云推介”，向全国网友展

示多元化的“世界艾乡”，为南阳艾

草产业发展加油助威。

据悉，此次直播活动由南阳市中

医药发展局、南阳市商务局、南阳报

业传媒集团主办，第四届中国艾产业

发展大会组委会、河南华艾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南阳宛艾产业协会承办，

北京星娱互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协

办，是我市“政府 +主流媒体 +商

户”直播带货模式的一次全新尝试。

活动将以“世界艾乡端午话艾市长直

播”为主题，依托张仲景医药节为底

蕴，以时下最流行的直播形式，推介

南阳艾草及其系列产品，惠及众多百

姓，并通过南阳艾草全产业链直播，

让更多的人认识南阳、了解南阳，持

续推动艾草产业发展壮大，推动我市

经济发展。本次活动得到河南意思意

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南阳仙草药业

有限公司、南阳昊翔药业有限公司、

南阳神农艾草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河

南白塔汉医药业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

的大力支持。

近年来，新发展理念在基层生根

发芽，干部直播“带货”正成为扶贫

新“姿势”，得益于网上带货传播速

度快、推广成本低，产品质量有保

障、针对性强等特点，让“手机成为

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事”已成为目

前的新兴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将

产业链延伸到田间地头和千家万户，

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化、数字化方向

发展，带动消费提档升级，促进商业

繁荣发展，是探索产业融合发展的新

路径，实现工业、商业反哺农业，助

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通过本次市

长直播活动，让政府与消费者“零距

离”接触，深入了解互联网时代的市

场经济，有效引导本地企业、农户，

优化产业结构、助力经济转型发展。

这次直播活动的平台——南阳网

抖音号 （ID：nanyangwang），由南阳

网主管主办，拥有 45人的短视频运

营团队，具备很好的创意、策划、拍

摄、后期、发布等综合实力，是一个

集咨询、信息、新闻、娱乐等为一体

的短视频平台。自去年年底创建以

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发展迅猛，累

计发布 9000 多个短视频，日均点击

量超 1 亿人次，获赞总数超过 2.7
亿，截至目前，粉丝达 925万，已经

成为全市粉丝量和影响力第一的抖音

大号。

这次市长带货选择南阳网抖音

号，是对南阳网抖音号的极大肯定和

信任。今后，南阳网抖音号将继续提

升短视频带货和直播带货能力，让南

阳的特色农产品搭上直播的“顺风

车”，踏上新零售的“高速路”，持续

用好“直播带货”活教材，打造“网

络”经济，推动南阳经济市场快速复

苏和高质量发展，助力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南阳网短

视频带货和直播系列活动还将更多举

办，严选产品，控制价格，真正为

900多万粉丝谋实惠，充分发挥自身

宣传及资源优势，利用好新电商模

式，不断尝试更丰富、更有效的形

式，助力各行业经济复苏，为我市电

商经济发展贡献力量。②12

世 界 艾 乡 端 午 话 艾
6月 25日南阳网抖音直播间为艾草代言

光影中国网零基础摄影培训

初级班第 15期开始招生，学员可

随到随学，学会为止。培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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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专业摄影讲师王青林亲自讲课

并指导创作，使学员能够轻松掌

握摄影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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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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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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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培训班将于 7月 2日（周

四）正式开课，时间两个月，共 8
节理论讲解，2次外拍实践，每周

四 18:0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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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12 （张 景）

光影中国网摄影培训班招生啦

2009 年，南阳手机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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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宣传和舆论引导的重要

阵地，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市委的

手机党报”。

作为南阳首家本土彩信手机

报的南阳手机报，是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应用高新技术推出的新

传播平台，开办 11年来，已累计发

布 7000多期，自费用户和统付用

户合计达 20万人，覆盖全市十三

个县市区和四个功能区。

南阳手机报所发送的新闻，是

一个多媒体数据包。这个多媒体

数据包包含了图片、文字、声音、动

画等，可涵盖 4开 8版报纸的全部

内容。目前，南阳手机报开设有时

政要闻、南阳时讯、专题报道、县市

区动态、融媒在线、南阳网网评、南

阳网直播、本报热线、热点聚焦、健

康生活、文体娱乐、家居小妙招、美

食汇、历史上的今天、天气预报等

十余个栏目。同时，围绕党的建

设、脱贫攻坚、高质量建设大城市

等重点工作，手机报不定期开设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

高质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南水北调源起南阳”等各

类专栏。针对受众开设不同的新

闻版块和县市区专刊，让读者精准

找到自己关注的最新报道。

多年来，南阳手机报一方面根

据上级对手机报的要求，加强重大

事件的报道和正面舆论的引导；另

一方面不断吸取读者的建议意见

和国内先进手机报的经验，坚持

“办报要对老百姓有用”的方针，采

取短小精悍的篇幅，浓缩精炼的信

息，突出地方新闻特点。

南阳手机报更加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抢占新媒体舆论高

地。在导向上，牢牢把握引导主流

价值观的方向不动摇，讲好南阳故

事、传播南阳声音、凝聚南阳力量、

树好南阳形象；在内容上，主动适

应网络语言习惯，采编生动鲜活、

可读可议的新闻资讯，最大限度满

足群众的阅读和服务需求。

如今，南阳手机报将新闻报

道、信息化服务与读者日常生活

融为一体，满足在飞速发展的流

量时代下读者对各类信息的需

求，坚持周一至周五每天早晚各

发一期，每日两期，分为早报新闻

版和晚报生活版，新闻版内容主

要来自于本地权威媒体，生活版

主要以生活服务内容为主。看南

阳手机报，感身边之日常，闻天下

之沧桑。②12 （李 润）

“掌”上南阳“报”罗万象
——南阳手机报发展综述

桃子丰收了

进入 6 月，南阳各地的桃子陆续进入

收获期。桃子丰收了，果农笑了！光影

中国网摄影师们聚焦桃园，用镜头定格

了一组桃子丰收的精彩瞬间，与广大读

者分享 ②12

摘桃 房保华 摄

收获 张银武 摄

我也要吃 吉晓琳 摄

本栏目由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市公安局 南阳日报社联办 毒品违法犯罪举报电话：110

本报讯 6月 19日上午，在国际

禁毒日即将来临之际，由市禁毒委

员会办公室、高新区禁毒委员会办

公室联合开展的以“健康人生 绿色

无毒”为主题的禁毒普法知识宣讲

活动走进南阳技师学院，为广大师

生送去系列禁毒知识营养套餐，活

动现场一百余名师生代表参加了此

次活动。

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大队长王

明伦首先开讲，他用通俗易懂的话

语，向在场师生讲解了毒品的种类、

毒品的危害、禁毒的相关法律法规

等知识。并通过引用案例，向广大

师生宣讲毒品给个人、家庭和社会

带来的严重危害，告诫大家要自觉

抵制毒品，不接受任何陌生人给予

的糖果饮料，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倡

导大家积极从自我做起，做拒毒、防

毒、禁毒的志愿者，告诉身边的家

人、朋友和同事，做到珍爱生命，远

离毒品。

随后，来自高新区禁毒委员会

办公室的杨博带领学院师生现场观

看了仿真毒品样品标本，就如何辨

别毒品与学生进行交流，并对毒品

相关知识进行答疑解惑。活动最

后，民警们为学生发放了禁毒知识

宣传手册和倡议书，鼓励在校师生

树立健康自信的人生观，呼吁大家

争做禁毒宣传小卫士。

“今天这个活动让我感触很深，

通过民警的讲解和知识手册的学

习，让我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

而且毒品离我们并不遥远。今后我

要做一名志愿者，将毒品的危害告

诉更多的亲戚朋友，提醒大家千万

不要存在好奇心理或侥幸心理去接

触毒品，人人提高自我识毒辨毒抵

毒意识，共同参与禁毒。”2020级机

电一班的学生王润基说道。

“这样的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

实在太有意义了。”张老师告诉记

者，平时学校通过主题班会、广播宣

讲、知识展板等形式向全校近五千

名师生普及禁毒知识，像这样现场

聆听真实案例、民警当面讲解法规

知识的形式让学生们触动更大、印

象很深，希望我市多举办这样的宣

教活动，营造和谐阳光的校园环境。

据了解，为了让广大市民进一

步了解毒品的危害，增强防毒意识，

近年来，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先后

组织百余场禁毒知识讲座，分别走

进社区、学校、企业、厂矿等地，营造

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

上图：禁毒宣传进校园

右图：民警分发禁毒宣传手册

（王 蕾 文/图）

2020 年 6 月 26 日第 33
个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为

在全社会进一步普及毒品预

防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识毒拒毒防毒意识，国家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广东、

浙江、上海省 （市） 禁毒办

邀请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和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

科主任张文宏倾情出镜，制

作了禁毒公益宣传片 《别让

“ 我 以 为 ” 变 成 “ 我 后

悔”》 及海报。三位权威专

家医者仁心，心系禁毒，从

科学的角度深刻揭露毒品危

害，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

青少年大力倡导“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理念。让我

们携起手来，珍爱生命，远

离毒品，积极参与禁毒斗

争，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

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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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人 生 绿 色 无 毒
——市禁毒办禁毒知识宣讲活动走进南阳技师学院

河南都天居实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持有的南阳市五金

交电化工总公司、南阳五交化

站、南阳五交化大厦、南阳市五

交化储运有限公司 4个改制公

司的公章，因上述 4 家公司改

制没有完全结束，故我局发函

要求你公司交回改制公司公

章，但多次催缴无果，所以要求

你公司需向我局报备自改制之

日起上述 4 公司公章使用情

况。自本声明之日若使用前述

改制公司公章，应提前到我局

报备并同时加盖南阳市商务局

企业改制与管理办公室公章方

有效，未经批准单独使用改制

公司公章均为无效，且应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南阳市商务局

2020年 6月 19日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