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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在线政
务应用的网民
规模已经达到
3183 万人，网
民渗透率达到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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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个体或为下个
互联网风口

“刘明炜”，你的“准考证”咋年年丢?
高考临近，这种骗术重出江湖

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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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记者了解到，除了“准考证丢失”谣
言，还有提前查分、考题泄露、低分高录等诈
骗手段。以下几种骗局较为常见：

骗局1：虚假查分网址

犯罪分子通过短信或微信群等方式，分
享假的查分网址，让考生输入身份证号、姓
名、手机号等相关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贩卖，
或利用这些信息，在高考后以“发放奖学金”
等形式进行电信诈骗。

破解方法：认准统一发布的查分网址，不

要盲目相信某些可以“提前查分”的小道消

息。

骗局2：带“木马”的高考短信

犯罪分子一般会通过短信或微信形式群
发与高考相关的木马信息，利用有诱导性的
标题，或者在网站上设置带有诱骗性的木马
链接，只要点开之后，木马程序会立即植入手
机，获取该手机绑定的银行卡信息；同时也会
通过拦截获取支付验证码，并经网购消费变
现或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红包转账提现。

破解方法：不随便点击短信中的链接，以

及微信群、朋友圈的分享。

骗局3：冒充军校招生

某些诈骗犯罪团伙打着军校招收“地方
委培生”“自费生”“国防生”等幌子，通过伪造
军队公文、公章，冒充军队机关或招生部门人
员，骗取学生报名考试。这类骗子一般会许
诺教育部门许可的本科学历，同时还会承诺
毕业后统一安排到部队工作等一系列事项。

破解方法：遇到有疑惑的问题，及时通过

官方渠道查询真伪。

骗局4：寄送伪“录取通知书”

犯罪分子在掌握学生的个人信息后，会
通过快递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当
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误以为自己考上某学校
后，犯罪分子再通过电话联系考生，让其将学
杂费打入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破解方法：是否被某校录取，要通过官方

途径进行核实。如有疑问，可以拨打该高校

招生办电话咨询。③7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彭飞

高考临近，最近几
天，不少人的微信群或朋
友圈里流传着这样一条
信息：“捡到一张高考准

考证，刘明炜，考点在一中，请朋友们转发，
让刘明炜联系这个号码 13373515981。一
定帮他群发一下，这孩子一家肯定急死了。
扩散，扩散，别耽误孩子高考！”

类似这样的信息基本每年高考前都会
被热传。6月 4日，记者在朋友圈看到该信
息后，拨打信息中的电话进行了核实，拨打
三次对方均为关机状态。随后，记者利用腾
讯旗下的一款号码鉴定软件对上述号码进
行鉴定。结果显示，此号码已被118人标记
为诈骗电话。记者通过“电话邦”进行鉴定，
结果同样显示为诈骗电话。

记者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刘明炜”后发
现，2017年 6月 5日，“刘明炜高考准考证丢
失”的消息就在微信和微博上疯传了，只不
过联系电话不一样。郑州市公安局一名民
警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信息通常情况下都
是一种诈骗手段，“准考证丢失”谣言中所留
电话多为吸费电话，可能导致少则几元多则
几百元的话费莫名被扣。这名民警说，对网
上传播的这类信息要注意辨认，可以先在网
上或者向民警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

本 报 讯（记 者
陈辉）6 月 4 日，记
者从河南省通信
管理局获悉，最新
的统计数据表明，
我省网络政务总体

发展情况排名全国
前列，政务服务线上
化速度明显加快，政
府机构微博数和政务
头条号数两项排名均
居全国第一位。

由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
一期统计报告显示，
我国已有六成网民使

用线上政务服务，网民线上办事使用率
显著提升，微信城市服务、政务微信公众
号、政务微博及政务头条号等政务新媒
体及服务平台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截至
2017 年 12月底，河南省在线政务应用
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3183万人，网民渗
透率达到 39.2%，较 2016 年增长了 1.6
个百分点。在线政务服务中，河南省共
有.gov.cn 域名 2452 个，占全国总数的
5.3%，居全国第6位；河南省开通微信城
市服务用户 1959万个，居全国第 5位，
以郑州交警公众服务、郑州市社保卡等
为代表的一批官方微信让用户可以方便
地在线上办理业务。

截至2017年年底，河南省拥有政府
机构微博 12951 个，居全国首位，早在
2016年底，我省拥有政府机构微博数就
已经是全国最多。从领域来看，用户对公
安和宣传信息关注度最高，政务微博被转
发数前20名中，公安机构和宣传机构共
占8个。值得一提的是，微博“河南检察”
政务微博被转发数居全国第15位，该微
博粉丝数77万，被转发次数达78万。

政务头条号的总量榜首也一直被河
南占据，截至 2017年年底，河南省拥有
7361个政务头条号，居全国首位，这已
是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但要指出的
是，尽管河南的头条号数量最多，但阅读
量并不领先，2017 年全年总发文数 27
万+，总阅读量5.3亿+，总阅读量居全国
第9。③7

网络政务服务
河南走在前

□本报记者 栾姗

教育、人社、住建等省直政务

部门将需要处理的信息、数据和资

料化为一片“云”，上传给经营“云”

服务的运营商。之后无论何时何

地，只要能接入网络，就可以立刻

摘取使用给群众办理相关事项。

6月 4日，记者从省政府办公

厅获悉，《河南省政务云管理暂行

办法》已印发，除法律、法规及国

家、省有关文件明确规定不宜迁移

上云的外，省直政务部门现有政务

信息系统要逐步向省政务云迁移，

这意味着我省政务服务将彻底告

别“烟囱机房”，破除“信息孤岛”，

迎来政务服务“云时代”。

数据共享
实现“一次办妥”

根据《国家
电子政务总体
方 案》要 求 ，
为 促 进 电 子
政 务 基 础 设
施集约建设、

互联互通、服务
高效，省级层面利

用云计算模式，我省将建设集中统一
的省政务云，由省发改委负责省政务
云的统筹规划、监督管理，负责推动省
级政务部门信息系统整合和迁移上
云。郑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叶
阳东说：“这朵‘云’的背后，是支撑它
的省直政务部门掌握的涉及公安、能
源、水电煤等众多公共事业领域的大
数据。”

对于群众来说，政务上“云端”的
最大好处是基于省直政务部门之间实
现数据共享。“在河南投资，最明显的
感觉就是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中部融合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经理李永
颇有感触地说。

“烟囱机房”是指没有政务云之前，省

直政务部门需要大量的计算机、服务器来

交换数据，这些机器层层叠加放在机柜

里，体积庞大，好似一个个直立的烟囱。

◎政府机构微博12951个
◎政务头条号7361个
均居全国首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莫韶华

超大 LED“天幕”，
标志性建筑“大玉米”，新地标的绿地“双子塔”，百
年德化街七彩闪光，“一朝步入未央，一日梦回民
国”的西栅，充满文艺腔的歌曲《关于郑州的记
忆》《大河南》……最近，爱刷抖音APP的朋友都
知道，郑州火了，动辄上百万的播放量，一不小心
郑州就成了继重庆和西安之后的“新晋网红城
市”。一时间，大家纷纷在抖音上秀郑州，还有人
因为看了抖音跑来“打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沛

“随着互联网场景的改变，
未来发展的不是超级平台，而
是超级个体。”6月 1日，UU跑
腿创始人乔松涛作为嘉宾，做
客由大河报·大河财立方主办的“财经下午茶”。

在郑州市建筑地标“大玉米”58楼——省级
众创空间河南优创实验室内，乔松涛分享了互联
网创业18年来的酸甜苦辣，并以互联网从业者的
身份，分析了当下热门的区块链、未来的互联网走
势。乔松涛认为，PC端时代以四大门户网站为
主，手机端以阿里、京东等超级平台为主，而未来
超级个体或将崛起。

作为发端于河南省的优秀互联网项目，UU
跑腿通过众包方式整合社会众多可提供即时服务
的跑腿人员，不仅满足按需发布的服务需求，还提
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倾情打造的“财经下午
茶”，未来每期活动都将邀请一位有热度、有锐度、
有趣点的财经人物进行主题分享，依托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的强大辐射，突破时间和空
间限制，打造轻松愉快的知识社交场景。

读者也可关注
大河财立方官方微
信号，品读乔松涛
创业干货，并有机
会参与后续活动，
与行业大咖面对面
交流。③9

郑州成网红城市

其实这是郑州市委外宣办借 2018 中国(郑
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在郑州召开的契机，从
5月 29日开始，在抖音上策划制作的一次城市宣
传活动，号召网友发动“民间的力量”在抖音上抖
出“郑州味儿”。

据郑州市委外宣办官方认证抖音号“遇见郑
州”统计，在这一波“郑州秀”中，“遇见郑州”制作抖
音41条，每发布单条视频平均播放量超10w+，单
条视频的最高曝光量已超500万，单条点赞量超过
13000次，“遇见郑州”的总曝光量超过800万人次。

此次拍摄的主题涉及郑州的美景、美食、标志
性建筑、文化活动、好人故事等，越来越多的网友
开始“蹭热点”发视频，很多外地朋友也逐渐通过
抖音重新认识郑州：对郑东新区龙湖和如意湖的
航拍让人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崛起；“米”字形高铁
带你认识这个新晋网红城市；一大批高大上的城
市坐标建筑展现出郑州的“国际范儿”。

视频截图

河南巨变让全国惊讶

今日头条网友“火狐狸”：我在外地上学，没想

到河南变化这么大，作为一个本地人竟然很多地

方不知道，寒暑假回家一定去打卡。

新浪网友“双手插兜”：自从看了抖音，女朋友

天天让我带她去郑州玩，拍的太美了，快成景区

了。开封、洛阳也赶紧躁起来吧！

大河网友“CH飞”：都是抖音惹的祸，我们想

在汇艺好好吃个麻辣小龙虾也得排老长时间的

队，晚上广场上人多得很。还有，求求你们别刷德

化了，我担心爱吃的烤猪蹄要吃不起了。

抖音网友“干瘪老太太”：拍的美哭了，彻底见

识了我大郑州的美。爱郑州，不为什么，只因那是

家。其实河南还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地方，开封夜

市、小宋城，新密夜市、炒虾尾，南阳的景区，洛阳

的水席。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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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河南政务服务
迎来“云时代”

告别“烟囱机房”破除“信息孤岛”

省政务云旨
在破除困扰省
直 机 关 的“ 数
据孤岛”“烟囱
式应用”“割裂
的跨部门协作”

等问题。我省依
托省电子政务外网，

推出由政务公共云和政务专有云两部
分构成的整体解决方案。省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说：“我省政务公共云和政务
专有云将通过跨域交换系统按需互
通，真正解决群众办事难的互联网架
构，开启省级政务部门以云来推进数
字化转型的创新实践。”

为保障政务云健康安全运行，按
照要求，省政务云服务商要与省直政
务部门签订保密协议，未经使用部门
授权,不得访问、修改、披露、利用、转
让、销毁使用部门的数据和文档等资
源。

叶阳东说：“政府上‘云’意味着一
个新的智能政务时代的开始，政务云
将成为助推河南经济转型的重要驱动
力之一。”③7

智能政务
助推经济转型

3183
万人

大河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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