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城管凑钱为盲人老汉购买新手机
新闻事件：

7月 3日下午，一位满头大汗的老人拄着盲人杖在
郑州市经七路黄河路路口着急地徘徊。这一幕正好被
巡查至此的郑州市金水区执法局经八路中队执法队员
韩旭鹏、张珺看到。他们了解后得知，老人是一位盲人，
老家在驻马店，因为手机损坏已经两天没给在家里的老
父亲报平安了。城管队员们在带老人维修手机不成后，
便你 5元、我 10 元地凑了些钱，给老人买了一部新手
机。老人当即用新手机给家里的父亲打了个电话：“我
手机坏了，修不好。”电话里老父亲问钱够不够，他笑着
说：“城管凑钱给我买哩。”

◀城管队员为老人服务（本栏图片均来自网络）

220
万次

7月3日，河南商报刊发报道《这是一部有故事的老年手机》，引
发网友关注点赞。

当天，澎湃新闻全媒体跟进报道，并将报道视频上传至网络，截
至7月9日 17时，该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达到220万次。③6

传播数据：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许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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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阿姨为备考学生倒水：好好学习
新闻事件：

7月3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期
末考试临近，由于图书馆爆满，学校
食堂内聚集了很多复习备考的同
学。为了让学生们好好准备考试，60
多岁的食堂阿姨朱素从餐厅接饮用
水后，挨个往备考同学的水杯里倒
水。当有人问及朱阿姨为什么这么
做的时候，朱阿姨说：“打心底里想让
他们好好学。”同学们纷纷表示，喝了
阿姨的水，不好好学习都会感到愧疚，
一定会更加努力不辜负阿姨的期望。

◀朱素为同学倒水

7月4日，“七环视频”官方微博将记录食堂阿姨暖心举动的视
频上传至网络，引发网友关注点赞。

截至7月9日 17时，全网关于“食堂阿姨为备考学生倒水”的消
息达8.53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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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
报 业 全 媒 体 记
者 陈玉尧）7 月
9日，小米集团正

式在港交所上市，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同
股不同权”企业。

小米创始人、董事会主席雷军主持敲锣仪
式并发表致辞。雷军表示：“要特别感谢全球‘米
粉’。8年前，我们研发了第一个产品MIUI，第
一版只有 100个用户。正是这 100个用户支
持，我们一步一步成长，才有现在的月活跃用
户 1.9亿。我们要努力做好产品，回报全世界
支持我们的米粉。”

此外，雷军还表示：“我们是互联网公司，
从第一天开始就设置了同股不同权的制度。
如果没有香港资本市场的创新，我们很难有机
会在香港挂牌上市。我相信，香港会迎来更多
优质的互联网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当天的集合竞价阶段，小
米股价跌 2.35%，报 16.6港元，低于 17港元的
招股价。开盘后小米即破发，截至下午收盘，
小米股价跌1.18%，报16.8港元。

据了解，小米于今年 5月 3日向港交所递
交了上市申请。6月 7日，小米正式通过港交
所上市聆讯。

7月 6日，小米公布配售结果，每股发售价
定为17港元，净筹资239.75亿港元，跻身有史
以来全球科技股前三大 IPO，仅次于阿里巴巴
和 Facebook。根据配售的每股发售价测算，

小米总市值达4265亿港元，约合543亿美元。
小米表示，募资所得资金将用于研发及开

发核心自家产品、扩大及加强 IoT（物联网）与
生活消费产品及移动互联网服务（包括人工智
能）等主要行业的生态链及全球扩张等。

值得注意的是，小米在香港公开发售的股
份为 10898万股，但一共收到了超过 11万份
的申请，总认购股数达 10.35 亿股，超额认购
9.5倍。雷军在7月 8日发表的公开信中称，这
些积极参与认购小米股票的投资者包含了李
嘉诚、马云、马化腾等知名大佬。

此外，雷军在公开信中还提到，2017年小米
实现营业收入1146亿元，同比增长 67.5%，今
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更是高达 85.7%。目前，
小米已建起全球最大的消费物联网平台，通过生
态链产品改变了100多个行业，进入了全球74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厂商。

根据小米此前向港交所递交的申请材料
及小米官网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小米线下
零售门店快速扩张。

2016年年底的时候，小米在全国只有 51
家零售门店。而到2018年 7月 8日，小米的线
下零售门店已超过 400家，短短 1年多时间增
长近七倍。

河南作为小米在国内的主要市场之一，目前
拥有42家线下零售门店，包括17家小米之家和
25家小米专卖店，约占全国小米线下零售门店总
数的十分之一，在全国仅次于广东省（50家），位
居第二，超过了北京（19家）、上海（14家）、江苏

（40家）、浙江（30家）等省市。仅从门店数来看，
河南已成为小米在国内的第二大市场。

目前，小米在河南设立的线下零售门店涵

盖 15 个省辖市，近半数门店分布在郑州、南
阳、洛阳、开封等市。其中，仅郑州市就有 11
家线下门店。③8 （制图/胡冰洁）

小米在港上市 估值超540亿美元
河南线下零售门店数量全国第二

7月9日，小米创始人、董事会主席雷军（左六）在上市仪式上鸣锣。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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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大河数字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益锐）由
省网信办指导，一点资讯主办，河南商报承办
的“新时代新河南——2018一点资讯中国行”
活动，今日在郑州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省网信办负责人、行业意见
领袖、主流媒体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
何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大数据技术以及兴趣
营销等促进区域内容消费升级，助力区域政府
打造城市形象名片。

此次活动是一点资讯面向全国区域市场的
年度重磅活动。一点资讯的河南本地化从河南
商报开始，两者的结合将为河南企业带来更多
流量红利，有利于把河南的品牌传播得更广。

谈及本次活动，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石聚彬说，传统渠道为王的营销模
式正在逐渐被移动互联网营销所取代。作为
一向充当营销领域“先锋兵”的快消品企业，更
需要尽快玩转移动互联网。

如何将互联网信息流与地方生态模式相
结合?如何通过“技术+场景化”精准内容营销
的双重营销效果叠加，打造全新的地方营销生
态模式?这些本地企业家关注的问题，有望在
活动现场找到答案。③4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何心悦

想去广州、深圳体会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
与奇迹？你的机会来了！这个暑假，共青团河
南省委、河南省青年联合会将联合大河网，拟于
8月初开展为期9天的2018“中原骄子·改革行”
公益研学活动，目的地为广州、深圳。现面向全
省公开招募团员（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7月 15
日），只要你是河南省内的在校初中生，品学兼
优，家庭贫困，均有机会参与此次活动。

活动期间，中原骄子们将从郑州出发，奔
赴广州、深圳两地，参观中共三大会址、辛亥革
命纪念馆、改革开放博物馆、创业梦工厂等，通
过学习、观访等形式重温历史，从中汲取改革
开放的智慧和力量。

本次活动是“中原骄子行”系列的第十届，以
“爱党爱国爱人民·中原骄子改革行”为主题。自
2007年开始，该活动已举办九届。其间，共组织
我省430多名品学兼优的优秀青少年代表赴北
京、香港、台湾、上海、新疆、井冈山等地参观交流。

据悉，“中原骄子行”系列活动是团省委、省
青联开展的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重点项目，旨在
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青少
年成长成才的良好氛围，
进一步为广大青少年增长
知识、开阔视野、促进交流
搭建广阔平台，更大范围
地服务青年健康成长、全
面发展。③5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向前）
登高山才知地之平坦，勇创新才能引领传
播潮流。当评书和新闻“嫁接”在一起，会
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7月6日，由河南
日报新媒体首创的新闻纪实评书《改革开
放 40年之晓妍开讲》惊艳亮相，顿时赢得
满堂喝彩，在网络上掀起了收听热潮。

青年人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受益者，
更是参与者、推动者。站在改革开放40周
年的时间节点上，河南日报客户端“青春
派”栏目面向青年群体，精心策划推出了网
络音频产品——《改革开放40年之晓妍开
讲》。

在第一期节目中，河南日报客户端主
播晓妍着重讲了这么几个故事：高考恢复
之初，因学习资料奇缺，众多学子疯狂抢购
一本名为《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备考宝典；
由于参加考试人数太多，印制考卷的纸张
不足，邓小平同志决定暂时搁置印刷《毛泽
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才解了燃眉之急；
还有安徽语文组阅卷老师和一位考生，在
考卷上以打油诗的形式一唱一和。

这些故事，有的令人感叹，有的令人惊
讶，有的令人莞尔，再加上晓妍声情并茂的

演绎，从而生动展现了高考恢复对国家和
个人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形式上，该产品大胆创新，使用了章
回体篇目、定场诗等传统评书艺术的表现
形式，而内容完全根据真实历史人物和事
件提炼而来，将评书的艺术演绎和新闻的
纪实特点巧妙融合，首创“新闻纪实评书”，
令人耳目一新；在内容上，该产品注重以小
见大，用故事吸引听众，用细节打动听众，
用小切口彰显改革开放的大主题；同时，产
品按照青年群体的信息获取习惯“量身打
造”，每期时长7分钟左右，上班下班路上，
学习工作间隙，进入梦乡之前，皆可尽情享
受。因此，该产品的首期节目《高考制度一
朝复 千万考生跃龙门》7月6日甫一亮相，
就受到广大网友特别是青年网友的热情追
捧和点赞。

目前，《晓妍开讲》不仅通过河南日报
新媒体平台传播与分发，还在全国领先的
移动端视听软件喜马拉雅 APP进行大力
推广。截至 7月 9日 19时，《晓妍开讲》第
一期节目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各新媒
体平台和各大合作推广平台上，总播放量
已突破80万次。③8

“新时代新河南·2018一点
资讯中国行”活动今日举行

为豫企带来
更多流量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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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截图

免费去广州、深圳体会
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与奇迹

“中原骄子·改革行”
报名开始啦！

@红酥手：我是位评书爱好者，但用评

书说新闻的形式还是头次见到。节目使用了

章回体篇目、定场诗等传统评书艺术的表现

形式，内容又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还加

入了背景音乐、声音特效等时尚元素，很对我

们年轻人的胃口。

@马小刚：开天辟地头一回，播讲高考

谁怕谁；响木三声携春雨，

说话改革听惊雷。

@家有树苗：评书源

远流长，深受百姓喜爱，河

南日报客户端将评书和新

闻融合起来，既有意思又

长知识，的确别开生面、独

具匠心。

网友评论

醒木一声
评说40载波澜壮阔

海报截图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暑假期间，参与社
会实践或打工的大学生比较多，一些不法分子
将目光瞄上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实施诈骗。7月
9日，省公安厅公布相关骗术，提醒大学生增强
分辨能力和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发布优厚招聘条件，设立刷单骗局。“每单
任务只需 5 分钟”“任务酬劳 10 元至 50 元不
等”，这样的招聘广告不要信。不法分子发来工
作申请表，要求求职者在网上购买商品并为其
刷信誉，承诺在付款好评后，马上返还本金和佣
金。而求职者付款后，不可能得到本金和佣
金。警方提示：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这类工
作多为骗局，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网
络刷单作出明确规定，刷单属于违法行为。

假借各类企业名头，巧立收费项目。不法分
子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信息，以“名企”的名义
发布招聘信息。求职者面试后，不法分子以“报
名费”“体检费”“工装费”“培训费”“押金”等借口
向求职者收费。警方提示：一般情况下招聘单位
不会向求职者收取报名费之类费用，一旦遇到要
收取各种费用的招聘企业，一定要当心。

线上招聘远程培训，拉入传销陷阱。不法
分子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后，先是在电话上进行
远程面试，其次要求异地培训，最后将求职者
诱骗到传销组织里。警方提示：传销具有发展
下线、交纳昂贵的保证金等特点，如果发现误
入传销组织，求职者要及时报警。

在网上发布兼职信息，骗取大学生身份信
息。不法分子用大学生身份信息办理手机分期业
务，偿还1次分期款后不再还款，相关单位则向大
学生索要钱款，致使大学生负债累累，信誉受
损。警方提示：大学生在应聘前要详细了解应聘
岗位的工作内容，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③9

暑期社会实践谨防诈骗

小米全国零售门店数前10位
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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