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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洛阳市第三届
互联网大会在洛阳市华阳国际
大酒店召开。此次大会由洛阳
市互联网协会主办，以“身边的
互联网，身边的世界”为主题，邀
请互联网业内专家、学者齐聚洛
阳，共话互联网发展。

此外，大会发布的《洛阳互联
网行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洛阳市
网民规模607万户,比上年同期
增长36.4%,其中互联网宽带接
入144万户,移动互联网接入463
万户，手机网民占网民的比例达
到 76.3% 。 2013 年, 洛 阳 市
66.1%的手机网民手机上网月均
流量在100M以上,73.1%的手机
网民每天手机上网时长在1 小时
以上。此外，洛阳市备案网站数
为1.35万个，全省排名第二。

截至去年12月底，洛阳市网

民中男性网民占比达到58.9%,
女性网民占比达到41.1%，男性
网友是女性网友的1.4倍，洛阳市
民上网最爱使用QQ、微信等即时
通信软件。大数据勾勒的网民
生活方式是：早上睁开眼拿起手
机，打开微信、QQ、微博等浏览一
遍；晚上入眠前，同样要浏览完朋
友信息后才能入眠；吃饭、聚会时
都会先拍照分享，这是不少市民
的生活写照。《报告》也用数据印
证了市民对即时通信软件的这种

“偏爱”。在洛阳，即时通信是互
联网第一大应用，网民渗透率达
到了75.7%。网络新闻和搜索引
擎是排在即时通信应用后的第
二、第三大互联网应用，接下来依
次为网络购物、网上银行、网上支
付、网络娱乐等方面。

此外，《报告》还指出，去年洛
阳市仅有5.4%的网民访问过政

府网站，网民访问政府网站的目
的主要集中在查询政务信息、反
映问题、投诉、建议、咨询、信访和
查询办事指南，或下载业务表格
等方面。

“截至2013年底，洛阳市信
息企业超过500家，年实现销售
收入增速、利润的增速、税收的增
速均超过35％。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信息服务产业，连续多年保持
30％以上的高速增长态势。”昨
日，洛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副市长陈向平在开幕式上提供了
这样一组数据。

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
贸易系主任朱北仲认为，洛阳互
联网发展洛阳市能够相继入选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等，是因
为洛阳的工业基础较强，通过电
子商务把制造业输出全球是现在
顺应形势的最好的选择。

洛阳市第三届互联网大会昨日召开，调查数据显示

七成多网民每天手机上网超1小时
□记者 李彬 侯梦菲 通讯员 马姝

本报讯 昨日，河南省普通干
线公路建设管理标准化现场推进
会在洛阳召开，全省17个省辖市
和10个直管县公路管理部门参

与会议，并现场观摩国道310洛
阳市境段改建工程。

会议透露，作为洛阳标准化
建设的标杆，国道310洛阳市境

段改建工程进展顺利，明年年底
将正式“上岗”，大量经过洛阳的
货车将改走这里，不再进入市区。

据介绍，310国道洛阳境改
建工程完全弃用了原有线路，选
择整体北移，途经偃师市、孟津
县、市区和新安县。310国道新
建段利用平乐镇北侧部分团结路
进行扩建，在与二广高速、238省
道、焦柳铁路分别相交后，向西经
过凤凰台村南，在权家岭和洞王
村之间穿过后平行于县道白横线
前行，后折向西南方向与洛孟路
平交，在河南纵横燃气管道有限
公司新建加气站南侧200米处通
过；线路在跨洛吉快速通道、王城
大道和瀍河后继续西行，在洛阳
机场北侧约450米处通过，沿连
霍高速前行经过水泉村进入麻屯
镇。

记者了解到，新310国道将
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
设，设计时速80公里，路基宽32
米，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结构，抗
百年一遇洪水。

本报讯 备受关注的洛阳知
名网友“奇石顽童”张文豪敲诈勒
索、非法经营案有了结果。昨日，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
了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张文豪为洛阳某银行职工，
曾在洛阳信息港“人在旅途”担任
版主，网名“奇石顽童”。嵩县法
院审理查明，2011年5月，张文豪
以“奇石顽童”的网名在洛阳信息
港发帖，并以删帖需要费用为借
口，向删帖请求人敲诈现金3万
元。

自2012年3月起，张文豪利
用其洛阳信息港“人在旅途”版主
身份及其具有删除网络帖子的权
限，先后为洛阳某旅游公司和某
房地产公司删除网络负面帖子。
2012年3月至2013年9月，张文
豪以工资名义从洛阳某旅游公司
领取报酬共计约9万元，从某房
地产公司领取车辆燃油费共计3
万元。

8月29日，嵩县人民法院对
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
张文豪以在信息网络上处理负面
网络信息为由，要挟他人，索取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成敲诈勒索罪、非法经营罪，数
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零
六个月，并处罚金13万元。责令
被告人张文豪于判决生效后30
日内退赔被害人李某、王某、杨
某各人民币1万元。被告人张文
豪违法所得 119190 元予以追
缴。张文豪不服一审判决，提出
上诉。

洛阳中院审理后认为，一审
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
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依法维
持一审判决。

本报讯 2015年中央机
关及其直属机构招录公务员
考试网上报名于昨日18时结
束。截至昨日18时，记者登
录相关网站查询得知，涉及洛
阳市的 37个职位已有 2656
人通过资格审查，平均竞争比
例约为72∶1。其中洛阳银监
分局招录的法规部门主任科
员报名最火，有248人通过资
格审查；而去年“热得烫手”的
气象部门今年遇冷，招录的1
个大气科学类专业职位，仅有
3人报考。

洛阳市考试中心相关负
责人提醒，通过资格审查的报
考人员需要进行报名确认。
报名确认采取网上确认的方
式进行，报考人员请于11月2
日9:00至7日16:00在所选
考区考试机构网站进行网上
报名确认及缴费。未按期参
加报名确认并缴费者视为自
动放弃考试。报名确认成功
后，报考人员可于11月24日
10:00至29日12:00，登录所
选考区考试机构网站下载打
印准考证。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国
家统计局洛阳调查队获悉，9
月份，洛阳市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同比上涨2.3％。

从同比来看，八大类商品
中，食品类、衣着类上涨最为
明显，涨幅均为4.3％。记者
注意到，食品类商品中的鸡蛋
价格同比涨幅17%，比8月份
30%的涨幅有所下降。此外，
变化较大的还有：居住类价格

上涨2.3％，娱乐教育文化用
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1.3％，
烟酒类价格下降2.9％。

从环比来看，9月份，洛
阳市场总体价格水平比上月
上涨0.3％。统计数字显示，9
月份，鸡蛋价格环比下降了
1.7％，据介绍，进入秋季，天
气逐渐变凉，蛋鸡产蛋率上
升，产鸡蛋供应量增多，价格
出现下跌。

9月，洛阳市CPI上涨2.3%
食品类、衣着类“领跑”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胥建

本报讯 昨日，全国大中
城市社科联第25次工作会议
在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举行，
洛阳市社科联、洛阳市我是河
南人文化促进会、洛阳市天中
经济贸易促进会被授予“全国
先进社科组织”称号，宋红伟、
常斌、高政鸿获得“全国社科
先进工作者”称号。

据介绍，此次是洛阳市社
科联第25次获得此项殊荣。

社科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以来，洛阳市社科理论界积极
发挥社科类社团组织的活力
和作用，广泛开展社科知识普
及和宣传，采取多种方式，打
造“龙门论坛”平台、组织“社
科专家县区行”等活动，服务
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努力
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作用，服
务洛阳经济社会发展。

洛阳三协会获“全国先进”称号

□记者 樊雪婧

本报讯 昨日，记者获悉，
在大唐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的技术改造工地上，烟道脱
硫脱硝环保设备的安装正在
进行。这是继另两台30万千
瓦机组脱硝技术改造完工后
的重大技改工程，届时，该公
司将全部实现脱硫脱硝环保
达标排放。

据了解，该项目投资2.5
亿元，将对上世纪90年代初
从俄罗斯进口的两台16.5万

千瓦机组的4台燃煤锅炉实
施脱硫脱硝技术改造。工程
完工后，脱硝效率将超过
78%，脱硫系统也将得到优
化。预计今年11月 15日供
热前，将完成其中3台锅炉的
环保技改施工，年底前全部4
台锅炉按计划完成技改工程，
确保实现达标排放，这将有利
于古都洛阳实现碧水蓝天的
美好愿景。

新310国道明年年底“上岗”
途经洛阳线路整体北移不再进入市区

□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胡轩 文 记者 樊雪婧 摄影

“奇石顽童”终审被判刑5年半

□记者 计思佳

2015年“国考”报名结束

洛阳37职位2656人通过审查
一职位引248人竞争

□记者 刘淑柯 通讯员 李帆

大唐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加紧技改确保年底排放达标
□记者 文喜洋 通讯员 史朝晖

国道310现场，工人们正在绑扎桥梁桩基钢筋笼。

资讯速递

法院查明，其利用网络版主身份有偿删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