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志武 杨致文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河南手机报再
次推出航拍系列报道——“飞”跃 40年。本
期镜头将聚焦三（门峡）淅（川）高速。

三淅高速地处豫西深山区，一路上除了
隧道便是桥梁，沿途风景美不胜收，被称为河
南“最美高速”。该路创造了河南高速公路建
设历史的三个“最”：平均造价最高、施工难度
最大、桥梁和隧道占总里程比例最高。

三淅高速的通车，对连接山西、湖北两
省，构建晋、豫、鄂省际大通道具有重要意
义，对改善豫西区域经济环境、促进经济可
持续发展，特别是对豫西矿产资源、旅游资
源的整合开发以及沿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的提高有重大意义。

三淅高速的修建，只是河南高速公路建
设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公路在河南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今已走过 24年的辉
煌历程。

1994年10月，全长81公里的郑州至开封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河南没有高速公路
的历史，河南也成为全国第十个拥有高速公路
的省份。此后，河南高速公路建设连年上台
阶，曾经连续8年保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全
国第一。至“十二五”末，河南已实现所有县
（市）20分钟上高速。根据规划，到“十三五”
末，河南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将达8000公里
以上，继续位居全国第一
方阵。

扫描右侧二维码，让
我们通过镜头，来了解
河南“最美高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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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
顾新是太康县

人，曾因多次见义
勇为入选“中国好
人榜”。他自幼习
武，能把一条几十
斤重的钢鞭甩得出
神入化，人称“钢鞭
哥”。6月4日早上五点半左右，顾新驾驶
货车去安徽办事。途经商丘时，发现高速
应急车道内，有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燃
起熊熊大火。因缺乏灭火器具，货车司机
眼看货物被焚却束手无策。没有任何犹
豫，顾新立即停车相助。大火渐渐熄灭，
顾新也被熏得“灰头土脸”。

（人民网河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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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新闻事件：
6 月 5 日，安阳最高气温达

39℃，一张医生上身湿透的照片
在网上热传。这位医生是安阳市
中医院骨科医生傅世能，因为做
手术要穿着 30斤重的铅衣，虽有
空调，但下了手术台还是大汗淋
漓。面对大家的点赞，傅世能说：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职责，没有啥。” （大河报微博）

新闻事件：
杨克周，今年

42 岁，宁陵县阳驿
乡袁楼村人。5 月
15 日一大早，正在
江苏一处工地干活
的他，听到河边有
人大声呼救，他立
刻跑了过去。看到河水中露出的一只手，
来不及多想的他纵身跳进河中。被救女
子石慧莲说：“要不是杨师傅，那天我就没
命了。杨师傅是俺的救命恩人！你们河
南好人多啊！” （大河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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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钢鞭哥”出手：
高速路上奋勇救火

6 月 5 日，人民网河南频道首发“周口

男子顾新高速路上奋勇救火”的新闻。

此后，吸引中国文明网以及多地文明网

官方微博转发，大河客户端跟进报道。6

月 6 日，大河报对太康男子顾新救火的消

息作了相关报道。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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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10日上午10时，全网关于安
阳医生傅世能的消息有4948条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该条新闻在大河报微博首发后，吸引头条新闻、中国新

闻网、北京青年报、法制晚报、广州日报等媒体转发。③9

截至6月 10日上午 10时，该视频播放
量已达33万次，全网关于洛阳退伍老
兵徐来根的消息有496条

新闻事件：
6月3日，洛阳退伍老兵徐来根

又来到烈士陵园祭奠战友和父母。
徐来根原名杨小黑，16 岁入伍，
1945年他的战友徐栓牺牲，徐父失
去唯一的儿子痛苦万分。部队领
导得知后，提议让他改名为“徐来
根”到徐家赡养老人。此后，杨小
黑遵守承诺，替战友守孝74年。 （新京报“我们”视频）

6月 5日，新京报微博首发“洛阳老兵改名换姓替牺牲

战友守孝 74 年”的新闻后，吸引军报记者、中国搜索、大河

报、新浪河南等媒体转发。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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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 10日上午 10
时，全网关于太康男子
顾新高速路救火的消
息有1719条

“小薇”系列又出新品！首期节目播放量超百万

“双塔奇缘”讲述河南出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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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新闻 6 月 5 日在“梨乡宁陵”微信

公众号首发后，6 月 6 日大河客户端作了跟

踪报道，此后吸引汴梁晚报、商丘日报、汝

州发布、精彩台前、精彩温县等河南部分

地区官方媒体平台转发。③9

截至 6 月 10 日上午 10
时，全网关于杨克周江苏
救人的消息有18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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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在实施国
家大数据战略和我省建设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
机遇下，洛阳市政府出台“高含金量”的十条扶
持政策，支持大数据及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把洛
阳打造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大数据产业与应
用示范基地。

“洛阳是老工业基地，发展大数据产业起步
早、基础好、工业及产业资源优势明显。”6月 7
日，洛阳市工信委负责同志介绍，这次洛阳市政
府出台的《洛阳市支持大数据及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条条政
策都有资金扶持，被称为“金十条”。

重奖引进重点企业。洛阳市对新引进的世
界 500强、国内电子百强企业机构总部迁至洛
阳，注册独立法人公司并签订投资协议的，给予
一次性奖励 500万元；将中部地区总部迁至或
新设在洛阳，注册独立法人公司并签订投资协
议的，给予一次性奖励300万元。

鼓励引进先进产业化项目及发展本地大数
据应用项目。与外地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机
构合作，引入外地先进电子信息技术在洛阳开
展产业化的重大项目，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收入
电子信息制造类达10亿元以上、信息服务类达
1000万元以上，按照实际完成投资总额的10%
给予一次性补助，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万
元。

制造业、农业、物流业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
大数据应用示范项目，与大数据直接关联的服
务器、交换机等 IT设备制造项目，实际投资总
额1000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助，补助金额
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鼓励发展大数据及电子信息企业产品与服
务。对重点行业单位采购大数据服务，且连续
签订 2年以上购买合同、年服务费用在 100万
元以上的，按照年服务费的 15%给予一次性补
助，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鼓励企业科技、体制创新。获得国家、省、
市新认定或批准的大数据及电子信息企业技术
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重点）实验室
等创新平台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30万元、10万元。

实行房屋补贴。城市区内营业收入达到
1000万元的信息服务企业，自建、购买自用办
公用房的，由市财政按实际投资总额的 5%给
予一次性补助，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连续 3年每年按年租金
的50%给予补贴。

对引进的大数据及电子信息产业优秀人
才，在科研经费、住房等方面给予相关优惠待
遇。

对通过人力资源成熟度模型（PCMM）认
证、信息安全管理认证等相关国际认证的软件
企业，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另外，《若干政策》还鼓励大数据、软件及信
息服务业企业做大做强，鼓励工业化与信息化
融合发展，并给予奖励。③9

□本报记者 侯皓 陈晨 李鹏

致敬改革开放 40周年，河南日报客户端
推出重磅系列策划——《“小薇”探访新时代
河南新名片》视频节目，行走中原，感受改革
开放给河南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动力和活力。

第一期节目《当古塔遇上如意城》于 6月
9日晚全网上线，很快就掀起了一波波观看
热潮。

开篇之作

为何会选择本期节目作为整个系列的开
篇之作？

河南新地标——郑州郑东新区绿地中心
千玺广场，被民众亲切地称呼为“大玉米”。
然而，在“大玉米”这座建筑的背后还隐藏着
一段“双塔奇缘”。

“大玉米”的设计灵感取意于嵩山脚下的
千年古塔——嵩岳寺塔。这两座建筑隔着
1500年的历史遥相呼应，给人们带来丰富的
遐想空间。

从嵩岳寺塔到“大玉米”，一种建筑形态
演绎出两种风情。在这两座建筑身上，集中
体现着河南“以古闻名，以新出彩”的时代特
征。

同时，选择“大玉米”的故事作为开篇之
作，更是因为“大玉米”就是郑东新区的优秀

“代言人”。郑东新区从 2001年规划建设至
今，从规划图纸变身为一座真正的如意新城，
河南内陆开放高地的形象就在这种变迁中凸
显出来。

精益求精

为了以“双塔奇缘”的“小故事”展现郑东
新区发展的“大成就”，摄制组前期进行了扎

实充分地调研采访。
“希望千玺广场也能像嵩岳寺塔一样，千

百年后仍是一个地标性建筑。”“嵩岳寺塔在
今天的文化地位被低估了，盼望它能像‘大玉
米’一样，走向世界！”……在采访过程中，一
位位受访者的深情讲述，更加坚定了制作团
队讲好这个河南出彩故事的决心。

为了能从同一角度准确捕捉到两座建筑
完全吻合的主体曲线，摄制组往返郑东新区、
登封两地进行拍摄，力图寻找到最好的角度
和拍摄时机。

在后期制作过程中，后期团队精益求精
地打磨产品，力争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

风靡网络

一款新媒体产品的成功，除了精品的内
容，也离不开有效的运营、推广。

在产品发布时，河南日报新媒体充分利
用集团所属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与分发，同
时也借势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今日头条、腾
讯视频、新浪新闻、百度百家号、优酷视频、
UC 头条、大鱼号等多家网络平台进行合作
推广。

截至6月 10日 18时，本期节目发布仅20
多小时，在河南日报各新媒体平台，累计播放
量已达 30万次；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新
媒体平台和各大合作推广平台上，该产品总
播放量已突破100万次。③9

本报讯（记者 陈辉）近日，记者从省通信
管理局获悉，今年前四个月，我省 IPTV 用户
规模发展迅速，新增 115.4 万户，总数达到
644.8 万户，同比增长 62.3%，总用户数居全
国第 7位。

IPTV，又称网络电视，是“三网融合”（指的
是计算机通信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三大网络
相互渗透、相互兼容，并逐步整合成为统一的信
息通信网络）的成果。现阶段的“三网融合”主
要指业务应用层面的融合，比如用手机可以看
电视、上网，电视可以打电话、上网，电脑也可以
打电话、看电视。IPTV早在 2011年就进入郑
州，随着我省建成全光纤网，并实现了宽带
50M大提速，IPTV逐步走入千家万户。目前，

“三网融合”在一般家庭应用最多的是互联网电
视（IPTV）与网络电话（VOIP）。

如今，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以及
河南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均在推进

“三网融合”，以河南电信为例，随着包月套餐
资费的降低，今年月均增加用户 10 万户以
上，截至今年 4 月份在网 IPTV 用户达到 176
万户。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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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四个月

我省 IPTV用户新增115.4万户

总数达644.8万户，同比增62.3%
总用户数居全国第7位

(本栏图片均来自网络)

傅世能

顾新 杨克周

徐来根

主播小薇在郑州郑东新区采访。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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