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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玉都乐游卡邀您办理
品质旅游、购物消费、金融理财“一卡通”，省钱！

“拿着乐游卡到哪都方便，这
不我在就近的一家商场买衣服省
了 100 多元呐!” 市民黄女士高兴
地说。 中西部旅游网、南阳村镇银
行于近日联合推出的旅游主题借
记卡———玉都乐游卡，目前已发行
6000 余张。 玉都乐游卡作为南阳
村镇银行的新成员，通过整合优质
旅游、城区消费、金融理财三大资
源，打造统一的服务平台，让广大
市民可以享受“吃住游购娱”多种
旅游及品质生活打折服务，特色十
分鲜明。

据悉，南阳 90%以上的收费景
区都是签约商家，10 多家旅行社及
众多旅游线路都有打折优惠， 携带

“乐游卡”， 无论是精心筹划的心灵
之旅，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自由
潇洒之旅，只要走到心仪的景点，拿
出“乐游卡”轻松一刷，便可潇洒畅
游。此外，涵盖“吃住游购娱”的加盟
商家就有 150多家， 持卡居民可通

过手机上的“乐游卡”搜索地图查找
附近的加盟商家， 就近得到心仪的
服务，购买称心的商品，随时随地享
受质优价廉的品质生活。

目前，玉都乐游卡已经开通微
信支付、支付宝快捷支付、银联在
线支付、 财付通快捷支付、QQ 钱
包、苹果应用商店在线支付等多种
快捷支付系统。 绑定玉都乐游卡便
可轻松购物、发红包、水电缴费、话
费充值、订购机票、信用卡还款、滴
滴打车，满足玉都乐游卡持卡人的
各种生活需要。

玉都乐游卡实行实名会员制，
每年服务费为 50 元。 本卡当天同
一景点仅限持卡人使用一次。 同
时， 主办方将不定期开展“直通
车”、“自驾游”、“秒杀”等活动。 即
日起，广大居民携带身份证到南阳
村镇银行在南阳 12 个县区以及邓
州市 39 个网点柜台就可办理。

网友可进入“中西部旅游网”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微 信 号 ：
ly13949371301），点击下面的“乐
游卡”接口，详细了解办理玉都乐
游卡的网点、方法，并通过查看办
卡网点地图，实现就近办理。 咨询
电话：13949371301。

凡是玉都乐游卡持卡人，都将
被视为“玉都乐游卡”会员和中西
部旅游网 VIP 会员。中西部旅游网
将不定期举办会员抽奖活动，南阳
村镇银行将根据每年或不同时期
广大会员的刷卡消费情况，对刷卡
消费较高的一部分人员给予一定
的奖励。 （马 俊 张 志）

加入微南阳
实惠看得见

近期， 由南阳网全
力打造的南阳手机移动
应用平台微南阳上线，
南阳本地新闻、 购物、
消费、 娱乐、 服务等一
站即达。 其中， 微生活
目前已开发买房租房、
原生态微店、 学摄影、
找培训、 求职招聘、学
车购车、 购物乐游打折
卡、 花卉苗木等多个购
物和服务平台。 即日起，
本网将每周推出一批超
划算的商家优惠活动，让
大家足不出户实现网上
逛街、网上咨询、网上交
易， 享受尊贵的网上服
务。

南阳房产网每周推
出特惠房源， 本周特惠：
常绿大溪地二期平墅认
筹 5万元抵 8万元，活动

再降 1万元（需经南阳房
产网推荐，且为首次到访
者方可享受此特惠）！ 电
话：13603773509，详情
及报名请登录 fc.01ny.
cn。

南阳汽车网学车购
车本周推出南阳东风风
神龙驰 4S 店风神三款
优惠购车活动。 东风风
神 A30 仅需 7999 元包
牌“贷”回家；东风风神
新 A60 超值运动版仅
需 12800元包牌“贷”回
家；东风风神 AX3 超值
运动版仅需 18800元包
牌“贷”回家，这三种款
型首付贷全部含购置
税、保险、手续费上牌等
7 项费用。 详情及报名
请登录 che.01ny.cn。

（张 志）

融媒体聚焦救人英雄王锋
连日来，王锋三入火海英勇救

人的事迹和严重烧伤、命悬一线的
消息，经南阳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纸
媒、网站及“两微一端”新媒体等连
续报道后， 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
注，榜样的力量持续发酵，南阳城
再次爱心涌动，社会各界真情救助
英雄王锋。 5 月 28 日，“南阳报业
传媒”、“南阳网”等微信公众平台，
发布微信文章《南阳的这位英雄感
动亿万国人，祝福您快点好起来》，
融合新闻、散文、诗歌，以文字、图
片、 视频等形式聚焦王锋英雄事

迹，唱响英雄赞歌，弘扬大爱善举。
文章一经发布，被众多网站、微博
及微信公众号转发，在网络上引起
热烈反响。 截至昨日，阅读量已累
计达到 15 万人次，点赞量上万个，
网友留言逾千条。

该微信文章发布后，网友纷纷
留言转发。 凡人王锋的英勇壮举，
点燃了许多网友内心深处对舍生
取义、 见义勇为等传统美德的崇
尚，也激发了越来越多的网友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的动力。 网友“都市
闲人” 留言：“王锋是南阳人的骄

傲， 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
习，希望他早日康复，让我们一起
祝福英雄！ ”网友“草莓元宵”留言：

“又一次被身边好人的英雄壮举震
撼、感动、洗礼！ 身边一个又一个的
平民英雄让南阳城充满了温暖和
感动。 向英雄致敬，向好人学习！ ”
网友“木桃”留言：“全民向善多壮
举，人心思进见精神。 南阳是一方
爱心涌动的热土，好人好事层出不
穷，好人力量越来越大，凡人善举
彰显城市温度， 辉映城市文明。 ”

（魏 森）

全媒体新闻培训班
开始报名嘞

为了及时传递南
阳报业传媒集团所属
媒体采编运行情况 ，
并向广大新闻爱好者
传达我市新闻宣传工
作的最新动态 ， 提高
通讯员的新闻理论素
养 、 新闻写作水平和
网络舆情应对能力 ，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决
定 举 办 2016 年 全 媒
体新闻培训班 ， 欢迎
广大新闻爱好者报名
参加。 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6 月
12 日下午

二、报到地点：锦海
之星连锁酒店长江路店
（南阳市长江路与嵩山
路交叉口，南阳理工学
院斜对面）

三、培训时间：6 月
13 日 ~17 日

四、培训地点：南阳
理工学院音乐厅（理工
学院正门图书馆后大楼
一楼）

五、 授课老师：国
家及省级新媒体专家，
《南阳日报》、《南阳晚
报》、《南都晨报》、《躬

耕》杂志、南阳网主要
负责同志及资深编辑
记者，以及有关网络宣
传专家。

六、授课内容：1.新
媒体（微博、微信、手机
客户端等） 应用。 2.消
息、 通讯、 评论等不同
体裁新闻的写作。 3.网
络舆情研判及应对。 4.
网络新闻的写作要领。
5. 新闻摄影的技巧方
法。 6.南阳报业传媒集
团各媒体负责人讲解各
自媒体的风格， 选取稿
件的标准和类别， 媒体
的发展情况以及本媒体
通讯员的培养。

七、 报名要求：1.报
名截止时间为 6 月 8 日
上午 12点之前。 2.报送
名单以电子版的形式发
送 到 邮 箱
88326964@qq.com。
3. 联 系 人 ： 周 星 宇
13569258722 魏 森
15603778922。 电话：
0377-63130371， 传
真 ：0377-63130356，
地址： 南阳市七一路
183-1号南阳报业传媒
集团南阳网采编中心。

“美丽街道”“美丽社区”评选活动火爆进行中
南阳市中心城区 2016 年度

“美丽街道”“美丽社区”5 月份评选
活动正在进行中，63 条道路及路长
单位、143 个城市社区（村）将通过
纸媒和网络比拼“颜值”。 详情可登
录专题网站（sc.01ny.cn）。

此次评选以“爱我城市,助力
‘双创’”为主题，旨在激发社会各
界和全体居民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引导居民了解“双创”内涵,参与创
建工作。 此外，专题网站还开通《曝
光台》和《建言献策》栏目，便于及

时遏制不文明行为和获取更多“双
创”信息。

网络评选在南阳网公众微信
平台(微信号:nywbbs)上开通投票
专题,由网民通过微信参与投票(时
间为每月的后 7 天),关注双创。 投
票期间首先关注南阳网点击“双创
评选”页面进行投票，并且加大宣
传让老百姓都知道， 都要积极参
与。

双创开展的真正目的就是让
社区老百姓家喻户晓，“双创”工作

利民利己，评选活动让老百姓亲自
投票，也是给老百姓一个很大的权
力，更是一种全民参与“双创”的渠
道。 （张 志）

详
情
请
扫
描
右
方
二
维
码

详
情
请
扫
描
右
方
二
维
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