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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6个月!行程两万里!圆满完成采访任务

!

晚报记者 杜欣 朱海龙

本报天水讯 从七月盛夏
7

到十月深秋
7

本报策划推出的大型文化主题采访活动

!从淮阳到天水"万里寻踪伏羲路 #采访组

日前抵达采访终点站$$$甘肃省天水市 %

+5

月
,8

日上午& 采访组一行在天水伏羲

庙举行了本次采访活动收官仪式% 天水日

报社党委副书记 '副社长项顶 &周口报业

传媒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编辑 '周口晚报

总编辑李建成 &河南祥龙四五酒业有限公

司以及天水伏羲庙管理局有关负责人等

参加仪式%

伏羲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 &被

尊为 !三皇之首 #和 !百王之先#% 伏羲生

于天水&都于周口淮阳&是史学界的共识% 天

水和周口都是伏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两地

虽相隔千里&却有着共同的文化传承% 天水

是!羲皇故里#&周口淮阳是!羲皇故都#% 多

元一体'一脉相承的伏羲文化拉近了两个城

市之间的距离%

为进一步弘扬'传播伏羲文化&今年
3

月份&在淮阳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周口

晚报 ) 策划推出了 !从淮阳到天水*万里

寻踪伏羲路 # 大型文化主题采访活动 &

3

月
+8

日在淮阳太昊陵举行了启动仪式 &

并派出特别报道组 & 以淮阳为起始点 '天

水为完结点 &沿黄河流域伏羲时代先民迁

移的基本路径 &在中华历史文化大背景下

探寻伏羲文化 &挖掘整理先民在迁移进程

中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 &推出了具有较高

新闻含量 '文化价值 '学术价值的系列报

道 %

活动启动以来&采访组一行跋山涉水&

历时
6

个多月&往返行程
+.,

万公里&途经

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湖北 '陕西 '

甘肃
9

个省
6-

个相关城市'

15

多处伏羲文

化遗址 &目前已连续推出
1+

个联版 &引起

沿途各地伏羲文化专家的高度重视和晚报

读者的广泛关注%

至此&!万里寻踪伏羲路# 采访组已圆

满完成此次采访任务&并于即日返程% 近期

采访内容仍在本报每周一'三'五
459

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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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联版推出&拟持续到
++

月底%

工行创新推出个人综合积分服务
!!!!!!

笔者从中国工商银行周口分行获悉&近

期工行在国内率先推出借记卡积分&并与原

有的工行信用卡积分服务进行整合&创新推

出了个人综合积分服务% 这意味着客户使用

工行信用卡和借记卡刷卡消费均可以累积

积分&改变了过去只有信用卡消费才能积分

的状况&为客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统

计显示& 目前工行借记卡持卡客户约为
6.+

亿&个人综合积分服务推出后享受积分优惠

的工行持卡客户将从原来的
8555

万信用卡

客户扩大到
6.-

亿个人客户& 覆盖了全国将

近
+;6

的人群%

根据工行个人综合积分服务规则&客户

持有工行的任意一张银行卡&在符合积分条

件的商户刷卡消费便可累积积分& 每消费
+

元人民币积
+

分% 积分可以在工行!融
<

购#

网上商城消费& 或者在工行的线下
=>?

合

作商户兑换商品或服务%

工行银行卡积分的另一大亮点是能够

在!融
<

购#商城直接抵扣现金使用&含金量

非常高% !融
<

购#是工行精心打造的网上商

城&汇集各类!名商'名品'名店#&目前上线

产品已覆盖十几个行业' 两万多件畅销商

品% 客户登录工行!融
<

购#后&便可使用自

己的综合积分抵扣现金进行购物% 而过去的

银行信用卡积分往往只能根据积分多少兑

换指定的商品&选择的余地很小&热门的兑

换商品还常常出现断货的情况% 而工行!融

<

购#不仅商品种类丰富&而且客户可以直

接用积分抵扣现金&最高可以抵扣相当于商

品价格一半的现金% 同时
7

工行还为客户免

费提供了积分变动提醒短信服务&客户可在

第一时间了解积分变化情况及余额情况%

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推出综合积分是

工行为回馈客户和促进居民消费推出的一

项重要举措% 下一步& 工行还将持续开展

!积分当钱花#'!积分微慈善#等系列积分推

广活动&不断拓展积分兑换范围&让更多的

客户享受综合积分带来的实惠% !振京"

!两违"整治成效明显

:个行政村荣获嘉奖

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城管委召开大会

!

晚报记者 张擘 文
!

图

本报讯
+5

月
,8

日上午& 周口港口物

流产业集聚区城管委第一次全会在李埠口

乡政府大礼堂隆重召开&会上&周口港口物

流产业集聚区对!两违#治理工作较好的
:

个行政村进行了嘉奖%

会议上& 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管

委会对前一阶段的城市管理工作和!两违#

治理工作作了回顾总结& 并对下一步工作

任务进行了部署&并对!两违#治理工作较好

的大杨楼'郭河'孙庄等
:

个行政村分别给

予了
+555

元的现金奖励&对!两违# 治理工

作表现较好的王慧茹'邓志强'王天岗等
+-

名挂点'包村干部进行了通报表扬!如图"%

据了解&今年以来&周口港口物流产业

集聚区党委' 管委会高度重视两违治理工

作&成立了!两违#治理领导小组&具体负责

!两违#治理工作%建立督查员制度&实行分

区域负责&网格化管理&不定期在规定区域

内巡查& 发现问题及时汇报& 并监督治理

!两违#的实际效果% 建立考评制度&将!两

违#治理工作纳入!四制工作法#进行考核&

每月对治理工作进行评价&建立工作台账&

掌握工作进度%建立群众举报有奖制度&对

群众举报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经查

证属实后&给予举报人现金奖励%建立媒体

曝光制度& 对私搭乱建及制止私搭乱建不

力的典型案件予以曝光& 对影响恶劣的重

大!两违#案件处理情况进行通报&有效遏

制了辖区内!两违#现象蔓延&杜绝了新增

!两违#%

依法关闭侵权盗版网站 +:,-个

+5

年查办互联网侵权盗版案件
1,1+

起

!!!!!!

本报综合消息 十年来&国家版权局会

同有关部门共查办互联网侵权盗版案件

1,1+

起& 依法关闭侵权盗版网站
+:,-

个&

没收服务器及相关设备
++39

台&罚款人民

币
396

万元&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
6,,

件% 这是记者在
+5

月
,1

日在京

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互联网新型版权问题研

讨会上获悉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版权局

副局长阎晓宏发来书面讲话& 坦承我国目

前的网络版权保护形势还依然严峻%!

=,=

'

@=AB

'微信'微博'播放器'机顶盒等不断

出现的网络新技术和新应用& 给互联网版

权保护不断提出了新课题& 新技术的应用

往往会造成大量未经授权使用作品的侵权

盗版的出现% #

由于我国实行版权保护时间较短&目

前网络版权保护水平总体上还处在一个初

步发展的阶段& 网络侵权盗版现象还比较

严重% 特别是一些音乐网站'文学网站'视

频网站等未经授权复制' 上载和传播他人

作品&并以此牟取非法收入&严重侵害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扰乱网络传播秩序&也阻碍

了以内容为资源的文字'音乐'影视'软件

等产业的健康发展%

阎晓宏指出&以上种种&一方面是由于

全社会的版权法律意识还不高& 侵权盗版

行为还有其生存的社会土壤+另一方面&是

部分网络企业长期无偿使用他人的内容资

源&在被追究责任方面存在侥幸心理&甚至

部分权利人也缺乏自我维权意识% !因此&

规范网络版权秩序'净化网络空间&推动互

联网产业健康发展&必经全社会形成共识'

必须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

今年
9

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审议通过了 (关于深化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阎晓宏表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版权局将在

这一意见的指导下& 建立合理的网络版权

使用机制&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

容'渠道'平台等方面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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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窃损毁光缆!

危害通信安全将受
到法律的严惩

河南#南水北调沿线考古成果丰硕
!!!!!!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文物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

人员在河南安阳发现战国

古墓群#这是考古人员在清

理一处车马坑!

,55:

年
3

月

,

日摄"$

河南是南水北调文物

抢救保护的主战场 #

,558

年以来# 圆满完成
6-:

个

项目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

了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以及由夏代至清

代等各个时期的大量古代

文化遗迹$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