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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文钊）昨日，本报新媒体中心公布
了上周本报最受关注的微新闻。

本报新浪官方微博最受关注的微新闻为《我市首张
网约车运输证发放 开启“三证合一”合法运营时代》

《游悬谷山 赏摩崖石刻》《“90后”焦作客运员手绘安
检漫画 宣传安全可以如此萌萌哒》《中原淘宝第一
村：61岁老人的“淘”生活》《中央媒体讲述我市扶贫
故事引发关注 点击量已突破百万次》。

本报微信公众平台最受关注的微新闻为 《别坐错
了！这3条公交线路有调整！别走错了！这两条路要施
工》《十九大代表郭爱萍+焦作各大媒体“一把手”，可
以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厉害了！焦作这个县
（市） 被授予“省级示范”称号，将获高额奖金！全省
只有7个！》《扶贫干部妻子发给丈夫的微信火了！这些
话，每一对夫妻都值得一看！》《总点击量已突破百万
次！发生在焦作的扶贫故事被中央媒体转发！网友：那
句“我心里很美”赚我一桶泪！》。

上周本报最受关注的微新闻公布

本报讯（记者原文钊） 10月18日，焦作先锋微
信公众号推送了我市各级各部门收听收看党的十九
大开幕盛况的消息。

宣传报道党的各项工作是焦作先锋微信公众号
的主要任务。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由市委组织部主办的焦作先锋微信公众号发挥优
势，为我市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搭建起党建工作
信息交流和宣传教育的新平台。

今年 5 月，市委组织部将焦作先锋微信公众
号交由本报新媒体中心全程托管。本报新媒体中
心积极依托传统媒体优势资源，不断完善该公众
号的各项功能，丰富网友的阅读体验，力求将其
打造成一个集思想性、可读性、服务性于一体的
服务平台。

焦作先锋微信公众号旨在交流党建经验、助力
转型攻坚、展示先锋形象、服务组织建设，通过
设置 《党建时讯》《先锋故事》 等栏目，传播党建
时讯，讲述先锋故事，并且实现了与各县 （市）
区新媒体平台互联互通。

在对焦作先锋微信公众号的托管过程中，本报
新媒体中心充分发挥采编优势，及时发布由本报
记者采写的关于党建工作的新闻报道，推广我市
各级各部门党建工作先进经验。同时，本报新媒
体中心依托传统媒体优势资源，建立以微博、微
信、新闻客户端为核心的新媒体矩阵，通过推进
新老媒体深度融合和资源共享，形成传统媒体与
新媒体优势互补、互助共进的运行格局，为焦作
先锋微信公众号的健康运营提供保障。

焦作先锋微信公众号
打造服务党建工作新平台

本报记者 原文钊

5年时间，对于国家是一段自强不
息的发展历程，对于城市是一轮日新月
异的变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则是人生
中难以忘怀的成长经历……

10 月 31 日，本报官方微信公众号
以《点击有奖！@所有焦作人：快来坐
上这台穿越5年的时光机》为题，向网
友征集 5 年来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同
时，留言被移入精选的网友，本报新
媒体中心将送其一份精美礼品。

5年，大家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作为见证国家变化的最佳主角，
网友们用各自的故事组成了我们共同
的“中国梦”。

网友@若兰说：“5 年，我从一名
不熟悉职教业务的新教师，成长为一
名优秀班主任，还被评为县级最美教

师，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文学作品。5
年，我进步了，成熟了，感谢时光，
感谢遇到的每一个人！”

网友@溶水说：“5 年，我从只顾
眼前吃喝转变为每晚睡前会计划好第
二天要做的事，日子过得充实而安
稳。5年，我明白了为什么人一定要有
所放弃才能有所收获，因为没有磨炼
你就不会成长。5年，我明白了为什么
理想不会轻易实现，因为只有经历痛
苦，你才会飞得更远，内心变得更加
强大。”

网友@亭子说：“2012年，因为放
不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我和爱人辞
去外地的工作，回到焦作重新开始奋
斗。现在，工作虽然比原来累，但是
每天回到家里看着一家老小，感觉生
活很充实。尤其是每天辅导孩子写作
业，陪伴孩子成长，让我和爱人感到
非常开心！”

网友@安平说：“5 年来，由于工
作原因，我每年有半年时间在国外工
作。因此，我更能感觉到焦作的变化。
每次回到焦作，总能感觉到有那么多新
鲜的事物溢满我的双眼。焦作一天比一
天美了，马路宽了，街道整洁了，天空
变蓝了。王府井开门迎客了，南水北调
通水了，万达广场也营业了……”

回首这五年 网友有话说

身边小变化折射社会大发展

本报讯（记者原文钊） 秋去冬来，
寒风席卷怀川大地，北太行山的多数景
区迎来了每年传统意义上的淡季，位于
大山深处的青龙峡景区却因“红叶效
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今年秋季，当红叶浸染北太行时，
本报新媒体中心与青龙峡景区联合推出
了持续一个月的线上线下互动活动，邀
请广大网友带着家人一同欣赏青龙峡的
美丽秋景。由于参与此次活动的网友众
多，带动了该景区人气爆棚。

青龙峡有中原第一大峡谷，有挺拔
的千年大果榉，有长达1380米的观光缆

车，有古村落陪嫁妆村。
每到秋季，青龙峡的红叶都迫不及

待地向人们证明：这里的秋天很美！
青龙峡的秋天，山还是那座山，树

还是那些树，但因那绚烂夺目的红叶而
美得惊人。秋天，当叶子逐渐萧疏，秋
林显出了它们的秀逸，那是一分不需任
何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

秋季的青龙峡，放眼望去，山上的
红叶延绵天际，热烈如火、灿烂如霞，
仿佛是一片红色的海洋，红得奔放、动
人心弦，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画卷，引人
驻足欣赏，流连忘返。

在欣赏美景的同时，网友们纷纷用
相机、手机拍下了不同视角的美丽瞬间，
并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来展示青龙峡的
美。

“红叶效应”在引爆青龙峡旅游业的
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庄服务业的蓬勃
发展。陪嫁妆村的一家饭店老板告诉记
者，他经营的饭店虽然面积不大，但生
意一直很火，一年下来赚个四五万元不
成问题。

“如今，青龙峡一年四季皆美景，这
里山美、水美、人更美！”网友@辰雨
说。

媒体助力 福利不停

“红叶效应”火了青龙峡

近日，有网友反映，在北京地铁 5
号线宋家庄站附近看到，乞讨者身上多
了一个“装备”，即胸前挂了一个打印
出来的二维码，施舍者可以扫码付款。

有网友惊叹道：“现在乞丐都紧跟
潮流，乞讨用微信支付，感觉自己 low
爆了。”还有网友评论道：“这真的是乞
丐吗？简直亮瞎了我的双眼。”从网友
的评论可以看出，很多网友对“二维码
乞讨”的态度并不友好，对“信息化乞
丐”难以接受。但也有网友认为，施舍
行善出于爱心，不要因为乞讨形式的不
同而使自己的爱心打折扣。对此，你怎
么看？

【观点1+1】
@刚柔v：二维码乞讨，说白了就

是强行绑架人们的同情心，就是在透支
人们的同情心。对乞讨者的施舍，应基
于自愿原则。用二维码乞讨，有绑架爱
心之嫌，实为不妥。

@Chloep裴文浩：如今移动支付
成为很多人外出支付的首选，而对于街
边的乞讨者来说，这样的变化是致命
的，带零钱的人越来越少，自己就更难
乞讨。他们配备二维码进行乞讨，在让
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会让人感叹：时
代在发展，乞讨也不能落伍。

@靖儿锅：在我看来，给不给钱和
乞讨方式并没有太大关系。如果真的
是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且没有劳动能力
的人，相信很多人会毫不犹豫献出爱
心。反之，一些好逸恶劳者把乞讨变
成一项赚钱的职业，编造各种谎言骗
取别人的同情，更多人是反感的。我
们从不缺少爱心，分清谁是真正需要
帮助的人，才是关键。

@WuLInwEiii：如今移动支付成
了人们付款的主要方式，出门带钱的人
越来越少，看到乞丐即使想要献出爱心
也没有办法。乞丐使用二维码进行乞
讨，实则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做法，献爱

心不分多与少，也不该区分是现金支付
还是二维码支付。

@GZHhaha-haha：利用二维码
乞讨，说明其已具备能用于网上支付的
移动电子产品。别人施舍爱心是让其在
生活最艰难的时候维持生计的，不是让
他拿着善款买了手机继续上街等着天上
掉馅饼的。

@刘一浩浩好：乞丐如果有钱买了
手机、开通流量，利用二维码乞讨，那
么为什么不能利用资源实现自我价值。
显然，他是顺应了时代发展，改变、优
化了自己的“赚钱方式”。

@天道酬秦015：乞丐挂二维码乞
讨，怎么看都觉得别扭。毕竟有智能手
机还会使用在线支付的人大多“不差
钱”，他们有手有脚，绝对不是那些真
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只是利用
人们的同情心在不劳而获。

@益昌人：乞丐用上二维码乞讨，
至少说明乞丐并不笨，完全可以利用自
己的聪明才智养活自己。用二维码乞
讨，不劳而获，有骗财之嫌，爱心人士
应该仔细甄别，以免上当受骗。

【下期话题】

“白卷”考生十年
后重新高考

2008年，19岁的安徽考生徐孟南第
一次参加高考，但是他没有在考卷上填
写正确答案，而是写了满篇自己的“教
育宣言”。注定，这样的考卷无法将他
送入大学。走出考场十年，他辗转各地
工厂打工，成家生子，渐渐觉得当年的
做法“太不值”。几天前，徐孟南进行
了2018年的高考报名，时隔十年，当年
的这位“白卷”考生，希望能够重返高
考考场。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
作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水涛

【今日话题】

“二维码乞讨”

扫一扫参与活动

当前，一些地方通过立法，给予
企业著名商标认定以及特殊保护。这
些有关著名商标的地方性法规因违反
我国商标法的立法宗旨，有违市场公
平竞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近日
要求予以全面清理，地方著名商标制
度也将面临废止。

（据《新京报》）
商标本是企业为了经营所需，自

行创立、设计、注册、登记而成，主
要是用于区别经营者的品牌或服务的
标记，让消费者能够清楚辨识。而
且，现代企业非常重视商标权益，往
往会投入大量资源，去塑造品牌形
象、维护商标权益，通过市场竞争获
得消费者认可，进而得到品牌溢价收

益。
可见，商标的形成和发展，都是

在市场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企业自发设立，由市场自主抉择而
成。而地方政府立法对“著名商标”
予以认定和特殊保护，实际上是违背
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具有行政权力
越位干涉市场的嫌疑。

并且，将政府信用押注在“著名
商标”上，此举有给企业商标背书的
意味，实则会令消费者产生幻觉，认
为政府认定的“著名商标”肯定没问
题，从而忽视了产品质量风险。如果
企业经营得当还好，各方都能从中获
益，可一旦企业经营不善，产品出现
质量问题，品牌崩塌后，消费者不仅

会对企业不满，还会归咎于地方政
府。

显而易见，地方政府认定和保护
“著名商标”的做法，实际上是用行政
权力取代市场竞争机制，人为给企业
商标加戴政府信用的光环，存在一定
的风险和连带责任，实不可取。而
且，各地政府为了打造地方品牌，往
往会出台“著名商标”认定规划和数
量，企业为了满足认定标准，也是绞
尽脑汁无所不用，部分地方政府为了
政绩而弄虚作假凑数，均导致“著名
商标”里掺杂不少水分。

事实上，不仅“著名商标”存在
这些问题，诸如“驰名商标”“知名商
标”等认定和特殊保护政策，都存在

类似弊端，应交给市场竞争抉择。
须知，一个商标究竟好不好，有

多“著名”“驰名”，应该是消费者和
市场说了算，把商标分成“著名”“驰
名”与“非著名”“非驰名”，本身就
有不公平之嫌。获得“著名商标”“驰
名商标”的企业若是经营不善、发生
危机事件，再“著名”或“驰名”的
商标也不能挽救它，比如三鹿的倒下
就是典型例子。而“非著名”“非驰
名”企业，只要产品质量过硬，管理
得当，一样有它的市场，消费者亦会
认可。

因此，政府应遵循谨慎态度，以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为底线，不要过度
干涉市场。

“著名商标”就该交给市场自主抉择
□江德斌

据《焦作日报》报道，国家体育
总局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
舞健身活动的通知》，着力解决广场舞
健身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强
调向广场舞健身活动中出现的四类不
良现象说“不”，其中包括不得在烈士
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广场舞健身活
动；不得通过广场舞健身活动非法敛
财、传播封建迷信思想；不得因广场
舞健身活动产生噪声影响周边学生上
课和居民正常生活；不得因参加广场

舞健身活动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卫生
和公共场地设施，扰乱社会治安、公
共交通等公共秩序。

广场舞具有体育锻炼的价值，经
常跳广场舞的人，心血管和呼吸系统
都能得到锻炼，达到改善心肺功能、
加速新陈代谢、消除大脑疲劳的效
果。广场舞融娱乐性、表演性和健身
功能于一体，简单易学，迅速红遍大
江南北，吸引了大批爱好者，其中以
中老年人居多。

由于广场舞在公共场所由群众自
发组织，各地都存在场地不足、噪声扰
民、管理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个别地方
甚至发生健身群众抢占活动场地的冲
突，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对广场
舞健身活动进行规范，防止其“野蛮生
长”、变味跑偏，已成当务之急。

让广场舞不扰民，许多地方都进
行了有益尝试。辽宁省鞍山市成立广
场舞协会，规范跳舞场地，要求跳舞
者一是播放音乐声音不能过大，二是

不能因为琐事在广场上发生争执吵
闹。上海市闵行区发挥社会监督的作
用，向广场周围的一些居民发放分贝
仪，来测试广场舞的音量。若有市民
发现某广场舞团队跳舞时间过长、音
量过大，可向主管部门投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此次国家
体育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
舞健身活动的通知》，特别是向四类不
良现象说“不”，是一件大好事。主管
部门坐实责任，严格管理，为广场舞
活动戴上“金箍”，有利于广场舞健康
发展，行稳致远。广大广场舞爱好者
应该认真遵守“四不”，科学锻炼，文
明健身，跳出焦作人的精气神，为中
原名城添光彩。

遵守“四不”是广场舞健康发展的前提
□郭 剑

捧“红”

通过网络营销形成刷屏
之势，再将线上流量转化为
线下门店消费的顾客，在特
大城市里，网红店吸引了大
量人气，其门外的长龙俨然
已经是不少商圈里的一景。

网红店走红的套路其实
颇为相似，搞懂自媒体吹
捧、“黄牛”捧场、饥饿营
销就够了。
徐 骏 作（新华社发）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 9 时 30 分在公司拍卖厅

（地址：市太极体育中心）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焦作国源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破产财产（含土地使用

权）
2.奥迪、捷达、东风、别克、丰田等旧机动车一批
3.空调、电脑等办公用品一批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1月29日17时前将保证金交至我公司

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不中者，
保证金于会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拍卖咨询电话：（0391）3996565 15903911066
办公地址：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

焦作市乾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1月15日

中国拍卖“A”级资质 省先进拍卖企业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