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2 35%

●● ●● ●●

550
万

传播数据：

焦点网谈│092018年6月28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刘晓波 赵一帆 美编 单莉伟

●● ●● ●●

融媒矩阵

本报讯（记者 尚杰）过去一年，中国新媒体发展
状况如何、出现了哪些新的问题、展现出什么样的发
展趋势、具有什么样的影响？6月26日，中国社科院
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8）》发布
暨新媒体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正式发布了关于
新媒体的年度报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

记者了解到，蓝皮书包括总报告和 27篇分报
告。总报告概括了 2017年以来中国新媒体发展面
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分报告深入探讨了中外媒体
融合、共享经济、智能媒体发展、网络二次元文化、网
络广告、移动互联网、短视频、新媒体版权、新闻推荐
算法等重要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蓝皮书中多处提到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并肯定了报业集团完善媒体融合体系、拉长
产业链条、发展新生资本的做法。③9

新闻事件：
6月 19日中午，在滑县大寨乡沙窝营村王新

生家，今年72岁的漯河市民袁敏智，与自己挂念
了 48年的“小王弟弟”紧紧相拥，两人流下了激
动的热泪。1970年，袁敏智在原漯河水泵厂上
班时，结识了解放军“小王弟弟”，也就是今年已
经 68岁的王新生。王新生见袁敏智衣着单薄，
主动救济他 5元钱，并和他一起上街买了条绒
裤，这让袁敏智惦念了48年。6月 19日，通过众
多媒体的努力，两人终于重逢！袁敏智拿出万元
钱做答谢，被王新生婉拒。

一幕幕温情场景，一个个暖心故事

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大河数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新闻事件：
6月 22日中午，浙江省金华市东市南街发生

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导致四段护栏被撞到对
向车道，汽车只能绕着散落在地上的障碍物低速
行驶。此时，一辆车牌号为浙GT5235的出租车
停在了破损护栏后方，为后方车辆预警，驾驶员
下车将散落的护栏移至马路中间。这名出租车
司机姓刘，今年 32岁，河南淮滨人。事后，刘师
傅表示：“这只是一件小事，作为职业司机，更应
该主动去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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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金华公安”微信公众号推出

刘师傅的有关报道，并被人民日报客户端、中

国青年报微博、大河网、映象网等媒体转载。

新闻事件：
6月 25日晚 7时 20分左右，一辆轿车在商

丘市木兰大道由东向西急速行驶至附近的交警
岗亭。车上缓缓下来一位面色蜡黄、满头大汗的
孕妇，对现场交警虚弱地说：“快救我和孩子！”正
在此处执勤的商丘市交警二大队开发区中队辅
警韩东辰等人了解情况后，迅速拿出他们平时执
勤时休息用的被褥，在路边搭建起“临时产房”，
婴儿顺利出生，母女平安。随后到达现场的医护
人员说，多亏有交警同志的及时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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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 22 时 15 分，“商丘交警二大

队”微博首发。随后，吸引人民网、未来网、

河南日报微博、大河报微博等新媒体跟进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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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 27日 12时，全网关于“商丘
交警路边当起临时‘助产士’”的消息有
57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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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大河客户端发布“漯河七旬老人

寻找‘兵弟弟’”的消息。经过媒体的努力，成

功帮助袁敏智寻找到“兵弟弟”王新生。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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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6月 27日 12时，全网关于袁敏智
和王新生的媒体报道有 173 篇、传播信息
1219条。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8）》发布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融媒体发展工作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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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关乎国家的未来。为进一步促进
检务公开，推动未检工作健康发展，近日，新乡卫滨区人
民检察院围绕“关爱祖国未来、擦亮未检品牌”主题，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教师、学生以及工商
局、食药监局、团委、教育部门等 20余名各界代表，以听
取汇报、参观、座谈等形式开展了“检察开放日活动”。座
谈会上，代表们与干警一同观看了《本案不起诉》和《明某
盗窃案》视频短片。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吴皓向与会代
表汇报了近年来该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亮点和成效。
吴皓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增强做好未检工作的责任感和紧
迫性，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努力开创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
新局面。代表们对“检察开放日”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高度评价了该院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取得的成绩，
表示该院的未成年保护工作起点高，效果好，并就如何进
一步治理校园欺凌，加大法治宣传宣讲力度等问题纷纷
提出了方法和建议。活动中，代表们先后参观了该院青
少年心理咨询室、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三远一网”办案
区等检察工作场所，详细了解了各内设机构职能职责，通
过零距离接触，切身感受检察工作特别是未检工作的浓
厚氛围和独特魅力。 （崔丽颖）

新乡卫滨区检察院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
6 月 23日，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

街道办事处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工
作会。街道纪工委书记首先针对全省
纪检监察系统内违规违法案例进行了
深刻剖析，要求全体人员要以案例画
红线，用纪律明规则，将严的要求、严
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管理贯穿工作
始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提出的

“四个意识”，严格履行“因公外出登记

表”，禁止工作时间做任何与工作无关
的事情，禁止午间饮酒。对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顶风违纪个人严查快办，对
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最后办
事处主任石中亮强调，要清醒认识反
腐败斗争新形势、新要求，时刻绷紧党
风廉政这根弦，当政治上的明白人、清
醒人，努力营造全办上下风清气正的
良好局面。 （刘雅丽）

为进一步提升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近日，中
国银行安阳分行开展了“走进消防警营 感受消防
安全”主题党日教育活动，组织52名党员代表到安
阳市消防支队接受现场消防安全教育。消防支队
领导为党员代表开展了消防常识讲座，随后带领

大家现场观摩了消防器材的使用和救火演练，并
指导大家开展了模拟火场逃生演练。活动中，双
方还就党建工作进行了沟通交流。通过此次活
动，提升了中行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对进一步保
护国家金融资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张华）

信息是科学决策的依据，信息化建设是纪检监
察工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需要。近年来，开封
鼓楼区发改委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
认真做好纪检监察信息和信息化建设工作，提高工
作质量和服务水平。一是重视纪检监察信息的宣
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得到正能量的廉政教育，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

能力。二是加强部门之间的交流沟通，提高全体领
导干部对于纪检监察信息工作的广泛知晓率与认
可度。三是宣传多种形式的工作信息，进而形成推
动各项工作的动力，促使纪检干部写好纪检监察信
息，极大地带动了工作的高效、高质。四是树立“大
信息观”，要求立足全局来对待纪检监察信息工作，
立意新颖，挖掘出深刻、典型的好信息。 （张宁）

安阳中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开封鼓楼发改委做好纪检监察信息工作

近年来，孟津县会盟镇多措并举
抓好农村“三资”管理，从源头上预防
基层微权腐败的发生。底子全面化
澄清。会盟镇对全镇 19 个行政村 1
个村改居社区的村组集体资金、资
产、资源进行了全面清查，初步实现
村组“三资”资金总额见底。管理平
台化运行。会盟镇党委在原有“三
资”管理中心对村、组账务全面代管
的基础上投资 20余万元在全县率先

建成了“三资”交易中心，所有村组集
体资产资源交易全部进镇三资交易中
心进行公开招投标。监督全方位进
行。完善三个监管，充分发挥村级纪检
委员与村监委会对村级“三资”监督的
主力军作用。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确保
群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发
挥镇纪委的监督作用，前移监督关口，
有效预防和惩处基层微权腐败。

（张璐）

孟津会盟镇抓好农村“三资”监管

为严肃工作纪律，转变工作作风，推动工作
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大
石桥街道纪工委对办事处科室、社区工作人员工
作作风、工作纪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的主
要内容包括午间饮酒、迟到、串岗、无故缺岗和工
作期间上网聊天、玩游戏、浏览网页等问题。从
检查情况看，街道科室、社区工作人员绝大多数

都能坚守岗位，工作秩序井然，工作状态良好。
此次检查对党员干部作风整顿活动的深入开展
创造了良好氛围，也为改进街道纪检工作方式，
强化纪律检查工作打下了基础。下一步，大石桥
街道纪工委将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持
续开展作风纪律监督检查活动，使全体职工以良
好的状态投入到正常工作中去。 （杨靖婧）

郑州市北林路街道办召开警示教育工作会

开展作风纪律检查 加强队伍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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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Ａ股上市公司
部分行业平均年薪（万元）

6月 24日，“金华公安”抖音号把记录刘
师傅举动的视频上传网络。截至 6月 27日
12时，该视频吸引超过550万名网友点击观
看，34.7万名网友点赞。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玉尧

河南A股上市公司
非银金融业员工平均月薪超2万元

数据显示，2017年，河南 A股上市公司
中，平均薪酬最高的是非银金融业，达到了
27.66万元，相当于月薪 2.3万元。相关专业
有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等。

建筑装饰业位居第二，平均薪酬20.91万
元。相关专业有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等。

整个A股市场的高薪酬行业与河南上市
公司情况基本一致。据证券时报网报道，平
均薪酬排在非银金融行业、建筑装饰行业之
后的，依次是传媒、公用事业、建筑材料、交通
运输、计算机、汽车、电气设备等，这几个行业
平均薪酬均超过了河南A股上市公司薪酬的
平均水平（9.84万元）。

纺织服装行业平均薪酬最低，仅 4.39万
元。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如轻工制造、食品

饮 料、化 工、农
林渔牧、采掘等行业
的平均薪酬也都低于河南
A 股上市公司的平均薪酬水
平。

高学历人才行业分布情况曝光

除了薪酬，各行业要求的学历以及各专
业的就业情况也是莘莘学子在填报志愿时的
重要参考。

河南 A 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显示，非
银金融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其本
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达到了 89.42%。也
就是说，要想从事非银金融类的职业，至少

得 是 本 科 学
历。
计算机行业高学历

员工占比也超过了一半，达
到了54.86%。
此外，电气设备、建筑装饰、公用

事业、医药生物、电子、汽车、传媒等行业的
高学历员工占比均超过了河南A股上市公司
的平均水平（17.84%）。

纺织服装业的高学历人员占比最低，只
有 7.16%；采掘业和轻工制造业的高学历人
员占比分别是 9.68%和 8.07%。意味着这些
行业对高学历人才需求不大，或者因薪酬太
低，难以吸引到高学历的人才，此类专业的学
生毕业后或难找到满意的工作。

有前景，这些专
业领域可以考虑

在选专业时，相关专业对应的行业发展
情况也值得考生关注。若一个行业内的企业
整体盈利水平能够持续稳定地增长，那么，在
一定程度上，就能说明这个行业目前处于景
气区间。目前在河南上市公司中，医药生物、
传媒、电子等行业便有这样的表现。

如医药生物板块，包含了辅仁药业、羚锐
制药、太龙药业等五家河南上市公司。其板
块整体净利润从 2014 年 8.7 亿元增长至
2017 年 的 18.8 亿 元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29.5%，盈利能力保持了较稳定的高增长。

如果能就业于这样景气的行业，无疑将
有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其相关专业有
生物医学工程、药学、生物制药等。③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晓明 何心悦）
6月 26日，大河网报道的“背十多名考生‘渡河’考
试 郑州这位‘雷锋家长’您认识吗？”传遍朋友圈，这
位低调的爱心家长火了。

6月 26日是河南省中招考试的第二天。由于连
续两天间歇性大雨，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考点门口
出现严重积水，为使考生能顺利进入考场，一位不知
名的爱心人士主动背起多名考生“渡河”，平安送至
校门口。目击者恰好拍到这一幕并传播至微信群，
一时间获大量家长赞扬。

经过多方打听，记者终于找到了这位低调而热心
的家长——韩振龙。韩振龙告诉记者，当时把自己的
孩子背过去后，看见马路对面的几个孩子没有家长陪
同，就顺便帮了一把。“当时衣服已经湿了，再多帮助几
个孩子也是力所能及的。”韩振龙说，把孩子背去后，他
们纷纷向他致谢，甚至有孩子向他鞠躬，这让他很是过
意不去，“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相信每个看
到的人都愿意去帮助他们”。

在校门口，目击者邱先生向
记者分享了微信群中家长对此
事的看法。“可怜天下父母心！
给这位家长点赞。”“被背的孩子
是幸运的，这件事可能会跟随孩
子一辈子，影响孩子的世界观。”

“感谢这位家长让大家在特殊的
日子内心感动，正气满满。”③7

背考生“渡河”的“雷锋家长”火了

扫一扫观看
视频和更多内容

大学专业咋选？薪酬大数据告诉你
6月 25日，河南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正

式开始。

提前了解各行业的就业情况，对于考生填报专

业，选择以后就业方向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而上

市公司作为河南企业中的翘楚，相关

数据对其所处行业的情况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俊伟）6月26日，
记者获悉，钢铁电商平台“找钢网”已向香港联交所递交
招股书，申请赴港上市，成为继小米、美团点评之后，第
三家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的同股不同权公司。

“找钢网”于2012年创立于上海，其主营业务覆盖
网上钢铁贸易、物流、仓储加工以及供应链金融等服
务。截至2017年12月31日，“找钢网”注册用户覆盖
全国292个城市，客户超过94000名；已与超过100家
钢材制造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其中包括鞍钢集团、
首钢集团、中天钢铁等60家大中型钢铁制造商。根据

全球最大的企业增长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
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找钢网”的合作制造商2017年
钢铁产能年总量超过4.5亿吨，分别占中国及全球钢铁
产能的70%及35%；按照2017年收入计算，“找钢网”
已是中国最大钢铁电商平台，市场份额为30.6%。

今年 41岁的“找钢网”创始人兼CEO王东，是河
南郑州人，毕业于郑州八中、河南省实验中学、四川
大学，2008年之前曾在河南教育学院当讲师。

在王东看来，目前的中国，正在从一个全球工业
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中国也将从全球第一钢铁大
国向钢铁强国迈进，这种巨大的转型在当今的信息
时代离不开互联网这一重要载体，“我们的使命是用
互联网链接钢铁产业的各个方面，依托中国工业化
的规模优势，从钢铁入手，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
电商平台。”王东说。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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