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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三旺

本报讯 日前，由河南省
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三
十六届河南新闻奖评选结果
揭晓，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成绩
喜人，共有19件作品获奖。

经过初评、复评、定评、网
上公示等环节，洛阳日报报业
集团旗下的《洛阳日报》《洛阳
晚报》和洛阳网等共有19件
作品获奖。获奖作品涉及消
息、通讯、评论、特写、漫画、摄
影、版面、专题、新闻论文等，
其中一等奖3件、二等奖7件、
三等奖7件、新闻论文奖2件。

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分别
是：消息《158个“洛阳关节”助
撑港珠澳大桥》，作者：赵志
伟、赵燕齐，编者：梁新全、郝
洋（2018年10月24日《洛阳日
报》）；通讯《在川坚守十年的
洛阳女孩 助力“一带一路”志
愿服务》，作者：李砺瑾，编者：
张亚武、蒋颖颖（2018年5月9
日《洛阳晚报》）；报纸版面《洛
阳日报》2018年6月14日封面
01版，编者：郭晓明、王伯晨。

获得二等奖的作品分别
是：消息《企业“跨界”造林 变
身“低碳先锋”》，作者：张锐
鑫、许金安，编者：杨海彤、郝
洋（2018 年 4 月 16 日《洛阳日
报》）；系列报道《李俊贤院士
偕夫人捐出300万元积蓄 成

立博士创新基金、困难帮扶基
金》，作者及编者：李砺瑾、张
云众、李勇、李琦、姚国彦、赵
硕（2018年6月9日、2018年6
月 27 日、2018 年 7 月 2 日《洛
阳晚报》）；漫画《洪荒之力》，
作者：邸天行，编者：焦雅琦
（2018 年 5 月 26 日《洛 阳 晚
报》）；漫画《盼》，作者：王成
喜，编者：吴芳（2018年7月14
日《洛阳晚报》）；摄影《大水缸
里跳舞的小精灵》，作者：高山
岳，编者：王冰（2018 年 2 月 9
日《洛阳晚报》）；摄影《丰收节
里庆丰收》，作者：曾宪平，编
者：马春晖（2018 年 9 月 25 日

《洛阳日报》）；网络专题《全民
阅读 书香满城——洛阳全面
推进城市书房建设 着力打造

“15分钟阅读圈”》，作者：陈运
团 、王 彩 云 ，编 者 ：史 戎 戎
（2018年11月6日洛阳网）。

获得三等奖的作品分别
是：消息《20余年攻关 克隆牡
丹首次与公众见面》，作者：李
雨 露 ，编 者 ：李 琦 、蔡 艳 丽
（2018 年 4 月 12 日《洛 阳 晚
报》）；通讯《“博士三剑客”的

“洛阳故事”》，作者：陈曦、李
冰、朱甜媛，编者：杨建安、贾
臻（2018 年 9 月 27 日《洛阳日
报》）；评论《把“四张牌”贯彻
于“高质量”》，作者：邓德洪
（洛平），编者：张留东、郭晓
明（2018 年 7 月 17 日《洛阳日

报》）；特写《迷路小壁虎误闯
教室后……》，作者：吕玲玲、
高 亚 恒 ，编 者 ：陈 兵 、焦 琳
（2018 年 4 月 17 日《洛 阳 晚
报》）；漫画《倒拔垂杨柳》，作
者 ：郑 茜 文 ，编 者 ：焦 雅 琦
（2018 年 11 月 24 日《洛阳晚
报》）；摄影《好日子“搬”出
来！》，作者：刘冰，编者：姜春
晖（2018 年 10 月 15 日《洛阳
日报》）；新媒体报道界面《探
寻河洛百座古建筑》，作者及
编者：陈运团、史戎戎、陈萃
萃（2018年9月3日洛阳网）。

获得新闻论文奖的作品
分别是：《地市报版权保护策
略分析》获一等奖，作者：李
勇，编者：秦明瑛，发表报刊：

《中国地市报人》，推荐单位：
洛阳日报社；《一家地市晚报
的精品之路》获二等奖，作者：
杨小雅、焦雅琦，编者：秦明
瑛，发表报刊：《中国地市报
人》，推荐单位：洛阳日报社。

去年以来，洛阳日报报业
集团的新闻工作者积极推动
媒体融合发展，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不断锤
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满
腔热忱投入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推出一大批沾泥土、带露
珠、冒热气的优秀作品，进一
步提升了新闻舆论工作的传
播力、影响力、公信力，展现了
使命担当和时代风采。

第三十六届河南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

洛报集团19件作品获奖

□郭瑛

昨日，洛阳网官方微信迎
来第100万名粉丝，正式迈入

“百万大号”行列。
2013年 3月 19日，洛阳

网官方微信正式上线运营。6
年来，洛阳网官方微信始终坚
持助推洛阳高质量发展、服务
广大市民生活，把“为用户推
送有用、有趣的高质量资讯”
作为宗旨，每天精选本地要
闻、民生资讯等内容，第一时
间精彩发布，被越来越多的网
友认可、支持。

截至2019年9月10日，
洛阳网官方微信累计访问量
超过2亿人次，共有200余件
作品阅读量为10万+。据国
内权威的新媒体数据分析机
构新榜数据显示，洛阳网官方
微信稳居全国500强，并多次
进入前300名。

洛阳网微信采编团队不
断创新，热点信息及时推送，
爆款文章频出：《洛阳，向全
世界发出邀请！》《洛阳又火
了！全是人人人人人、花花

花花花……》《洛阳牡丹已成
海，你咋还不来？》……每年牡
丹文化节期间，由洛阳网官方
微信推送的“迎客三部曲”总能
刷爆微信朋友圈，被洛阳市民
和国内外游客纷纷转发。《洛
阳，向全世界发出邀请！》更是
创下阅读量326万、转发33.7
万次的纪录，这篇文章还一度
成为一种微信体被全国各地的
微信公众号进行效仿。

特别是今年以来，洛阳网
官方微信不断推出精彩作品，
前6个月共有35件作品阅读
量为10万+。其中，4月有12
件作品阅读量为10万+，《这
一刻，洛阳！》《洛阳九洲池完
成蓄水画面首次曝光！》等多
篇文章在朋友圈刷屏。

为了更好地服务市民生
活，洛阳网官方微信发布次数
去年开始从一天一发变为一
天三发，传递本地最新资讯更
及时了。在洛阳网微信上，市
民除了能及时获取最新资讯，
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开设
的“百姓呼声”菜单，随时随地
与政府部门进行在线互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为进一步加强国
防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
念和人防意识，检验我市人防
警报设备设施的战备性能，按
照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统
一要求，我市定于2019年9月
18 日上午 10 时至 10 时 31 分，
在全市(含县域)统一组织人防
警报试鸣。届时，人防指挥通
信车将同步发放防空警报信
号，望全市居民不必恐慌，正

常进行生产、生活和工作。
试鸣防空警报分为：预先

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
1. 预先警报：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 3 遍，时间 3 分钟。
重复2遍为一个周期。

2. 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 遍，时间 3 分钟。
重复2遍为一个周期。

3. 解除警报：连续长鸣 3
分钟。

洛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本报记者

随着我市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增多，渣土运输保障
了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但个
别运输公司有渣土车超速、超
载等交通违法现象，导致交通
事故多发。

为加强渣土车规范管理，
消除安全隐患，市城市管理局
通过签订安全承诺书、召开安
全运营工作和谈心会议、微
信群内安全学习交流、利用
建筑垃圾大数据监管平台及
时掌握车辆动态等方式，不

断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夯实
企业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严
厉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增强
从业人员、管理人员的安全
意识。特别是今年以来，针
对洛阳曌峰渣土清运有限公
司发生的两起交通事故，市
城市管理局采取了停工整
改、暂停该公司所有业务、纳
入行业“黑名单”、收回公司
的洛阳市城市建筑垃圾处置
（运输）许可证等方式对其进
行处理，进一步提高了我市渣
土车规范化运输水平，筑牢了
安全防线。

洛阳网官方微信
粉丝数超过百万

一渣土清运公司被纳入“黑名单”

通 告

中秋夜，应天门要开城啦
河洛文化旅游节期间，应天门每晚都有灯光投影秀

□记者 常书香

昨晚，记者从洛阳市文保集团获悉，作为隋唐洛阳城
国家历史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
门应天门13日正式开城。

开城仪式开始时间：9月13日（中秋）18点30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应天门3D灯光投影
秀将运用激光投影，重组历史与现代元素，演
绎洛阳历史变迁，将音乐、影片、建筑、历史融
为一体，打造一场视觉与听觉盛宴。灯光投影
秀地点从原来的南广场改为北广场，时长也由
原来的3分钟变为12分钟。

相关活动
2019洛阳秋季文化旅游消费推广季
政策发布
击鼓启动仪式
应天门开城门
应天门迎宾舞蹈
应天门3D灯光投影秀

温馨提示：
河洛文化旅游节期

间，应天门每晚都有灯
光投影秀，请合理安排
观赏时间

由于现场观看人数
较多，请大家选择在应
天门北广场的安全区域
观赏，同时注意保管好
自己的财物

开车的游客可将车
停放在应天门周边停车
场，步行前往观赏

绘制 宁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