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最爱分享的内容

视频-社会 三农

育儿 面试 健康

TOP5
最爱收藏的内容

军事 品读财经

育儿 银行 美食

TOP5

焦点网谈│102018年7月 12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刘志强 曾鸣 美编 党瑶jdwt@henandaily.cn

融媒矩阵

河南米字形高铁以京
广线和徐兰线为十字形骨
架，郑太高铁“点”通西北，
郑济高铁“上撇”东北，郑
万高铁“下撇”西南，郑合
高铁“捺”指东南。

从通南北、贯东西的
铁路“十字架”，到纵横通
达、辐射八方的米字形高
铁网落地，河南的铁路从

“四通”走向“八达”，河南手
机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航拍系列报道本期聚焦米
字形高铁网，快来扫描二
维码观看视频吧！③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周志武 杨致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杨

7月9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安阳火柴缘何领
跑全国》，大河网进行了全媒体推送，并制作了精
美海报。经大河网多平台推送，全网阅读量超10
万。让我们一起看看网友们关于火柴的记忆吧。

火柴广泛使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一
辈也称之为“洋火”，曾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必需品。那时，抽烟、做饭，凡用得着火的地
方，都需要火柴。一根小火柴，承载了多少人
关于家和亲人的回忆。

@小钟南：火柴的味道真的很让人安心，通

过这个味道仿佛又看到奶奶守着火灶添柴。

@未可忆流年：小时候，总是用火柴摆出很

多形状然后一起点燃，场景十分怀念。

@本色农业：平遥火柴、泊头火柴、安阳火

柴，儿时的记忆，火柴枪不知用掉了多少盒火柴。

提及火柴，不得不提的还有火柴盒，盒面
的贴画也是不少人较深的记忆，它有一个美丽
的名字“火花”，位列世界五大收藏体系（邮票、
火花、钱币、烟标、酒标）之一。

@四方步：对安阳火柴盒上的文峰塔记忆犹新。

@豫论天下：还记得当年的“工农兵”图案的火柴。

在传统火柴产业大幅萎缩的背景下，今年上
半年安阳火柴占国内市场份额超六成。安阳火
柴还畅销德国、法国、波兰、意大利等20多个国
家，不少网友纷纷点赞。

@阳春三月出：非常棒，其实传统的东西有

内在的生命力，要用心去挖掘。

@刘元国4：安阳火柴赢在大众文化营销，

附加文化元素，产生文化价值。②32

7月 11日上午，由河
南日报新媒体精心制作
的新闻纪实评书节目《改
革开放40年之晓妍开讲》
第二期推出。

第二期节目《“生死
契”秘密签订 小村庄载入
史册》，以生动的语言讲述
了4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
岗村村民们按下“大包干”
红手印、签下“生死契”的
事迹，将波澜壮阔的改革
风云故事娓娓道来，形式
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扫描二维码，一起来聆
听河南日报客户端主播
晓妍为你讲述关于改革开
放的那些事儿吧！②32
（本报记者 曾鸣 刘志强）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李绍巍

7月 7日、8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30余名教工党员
在党总支书记王利红的带领下，赴辉
县市郭亮村、新乡县刘庄村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在新
乡县刘庄村史来贺同志纪念馆，全体
教工党员通过聆听声情并茂的解说和
观看馆内影像资料，对史来贺同志 50
多年如一日，把“方圆十里乡，最穷数
刘庄”的贫困村治理成“既富裕又幸
福”、享誉全国的富裕村的先进事迹所
感动，被史来贺同志“坚定信念，共同
富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无私奉献，
一心为民；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
神所感动。大家纷纷表示要自觉把郭
亮村、刘庄村的艰苦创业精神与自身
实际工作有机结合，扎实工作，敢于担
当，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实现党的

历史使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学校发
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6月 23日，该校后勤管理处党总
支 50多名党员在党总支书记崔如义、
处长罗昆的带领下，赴确山县竹沟开
展“重温历史、牢记使命”的主题党日
活动。参观学习了杨靖宇将军纪念
馆、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重温入党誓
词，接受思想洗礼，并结合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本职工作，交流学习和工作体
会。

6月 28日，该校民航学院党总支
组织各党支部师生党员代表前往新乡
市裴寨社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党日活动。切实体会了“听党
话、跟党走、同创业、共致富”的裴寨精
神，大家被裴春亮书记“乡亲不富誓不
休”及“用感恩的心完善一切”的奋斗
精神而感动。

…………
连日来，郑州航院各个基层党组

织都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开展了丰
富多彩、各有特色的主题党日活动。

通过扎实开展系列活动，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不忘中国共产党人“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和使命，通过专题教育、集中教
育、常规教育，润物无声地营造风清气
正的校园氛围，在郑州航院已成常态。

不久前，郑州航院举办了 2018年
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这也
是该校首次举办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
育月活动，标志着学校廉政宣传教育
工作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此次活动主
题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营造
风清气正校园氛围”，旨在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提高拒腐防变
能力。活动期间，学校共组织了专题
学习、专题讲座、纪检监察干部培训、
警示教育、廉政文化作品征集及展览、
党组织书记讲廉政党课、毕业生廉洁
教育等7项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记者在学校采访时获悉，学期开
学初，学校党委就召开了2018年全面
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强调了坚持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作为一个整体一体
推进的总体要求，明确了把宣传教育
作为今年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工作
之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全面从严治
党，教育是基础、是前提，也是解决“不
想腐”的有效举措。近年来，郑州航院
高度重视、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
传教育工作。

突出学习警示。该校以校、处两
级班子和干部为重点，通过中心组学
习、发放学习资料、典型案例分析、组
织观看廉政教育片和廉政剧目、邀请
专家作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辅导报告、
赴省市廉政教育基地参观等形式，接
受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强化纪律教育。该校把党章党规
党纪教育作为干部培训的必修课，贯

穿干部培养、选拔、管理和使用的各个
环节。通过专题辅导、党委书记和纪
委书记作报告、校领导讲党课，开展经
常性纪律教育。出台廉政谈话制度，
校领导与处级干部、处级干部与科级
干部进行日常廉政谈话，及时教育提
醒，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扎实开展以案促改工作，用好反
面教材，举一反三、以案明纪。

积极推进廉政文化建设。该校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创建活
动，增强广大师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发挥廉政文化潜移默化的育人
作用。学校积极开展廉政文化作品征
集系列活动，师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
的书法、绘画、摄影、歌舞、戏剧、文章、
案例等作品，2016年在全省高校廉政
文化作品征集评选系列活动中获奖
13项，2017年获奖 16项，并连续获得
优秀组织奖。在纪委网站上开辟专栏
展示各类廉政文化作品，营造良好的

廉政文化氛围。
抓好二级单位廉政教育。在做好

学校层面宣传教育的同时，该校以开
展党风廉政教育“四个一”活动（开一
次党风廉政专题会、观看一部廉政教
育专题片、主要负责人讲一次廉政教
育课、做一次廉政主题宣传）为主要抓
手，抓好二级单位的廉政教育。各二
级单位党组织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增
强管党治党的自觉，通过深入开展全
体干部职工的党风廉政教育，师德师
风建设持续向好，涉及师生切身利益
的科研经费使用、职称评聘、绩效分
配、评优评先等事项进一步规范、透
明，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
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切
实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学校政务系统
全面从严治政，促进学校快速健康发
展，已成为郑州航院人的共识和行动。

郑州航院：抓实廉政宣传教育 筑牢拒腐防线

河南日报客户端

《晓妍开讲》第二期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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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事件：
7月6日中午，中牟县瓜农魏某独自驾驶货车行驶时，被郑州

交警六大队机动中队民警王镇强、卜隽峰查获。经鉴定，魏某属
于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魏某家庭困难，与行动不便的儿
子生活在玉米地旁的简易房里。面临刑拘处罚，魏某犯了难。
3000斤西瓜怎么办？家里的孩子怎么办？正在着急时，交警伸出
了援手。王镇强和同事决定以市场价买下整车西瓜。魏某激动地
说，“他们都是好人，我也没啥能报答的，就好好配合调查。”

瓜农醉驾被查
交警自费将整车西瓜买下

58.4
万条

7 月 8 日 12 时 43 分，网友“欣

欣向荣”将记录该新闻事件的视频

上传至梨视频，此后持续热传。

截至 7月 11日 17时，全网有
关信息达到58.4万条。③6

传播数据：传播数据：

新闻事件：
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用半辈子的时间绿化荒山，他们就

是信阳市新县陡山河乡刘湾村抱耳楼村民组的徐绪祥和李大华
夫妇。如今已经80岁的徐绪祥，是1955年退役老兵，从1979
年起，与妻子李大华利用村民组分到的部分山林和150亩荒山，
修建十多里育林山路，凿岩石800米，砌石岸1500米，累计植树
10万余棵，硬是把座座荒山、道道荒坡“染成”了绿色，用40年
的执着坚守，把荒山变成层林尽染的美丽生态画卷。

10.7
万条

7月8日，新县广播电视台头条号

发布关于徐绪祥和李大华夫妇的报道，

引发媒体和网友关注，当天晚上，多

家媒体官微转载相关报道。

截至7月 11日 17时，全网有关
徐绪祥和李大华夫妇的信息达到
10.7万条。

退役老兵40年坚守
绿了荒山白了头

传播数据：

新闻事件：
7月7日上午，郑州市金水区红十字孝慈志愿者服务队志愿

者王红梅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郑州殡仪馆举行。她是一个普通的
郑州市民，却让200多位自发赶来的志愿者泪如雨下，哭声一
片。自2012年加入郑州市金水区红十字孝慈志愿者服务队，6
年来，王红梅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上百次，捐款捐物 10万余元。
罹患癌症后依然不缺席每一次的救助活动。离世前，她还成为
郑州市第56位眼角膜捐献者，给了别人重见光明的希望。

8.15
万条

7 月 9 日，河南商报刊发报道《6

年做公益 100 多次 离世捐献眼角

膜 她 想 让 眼 睛 继 续 关 心 这 个 世

界》，讲述了郑州公交总公司职工、

志愿者王红梅的感人故事。

截至7月 11日 17时，全网关于
志愿者王红梅的信息达8.15万条。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谢前进 许峥 整理）

6年捐款捐物10万余元
离世捐献眼角膜

扫描二维码
听《晓妍开讲》

扫描二维码看视频

河南手机报

航拍聚焦米字形高铁网

安阳火柴畅销国内外引网友点赞

你有哪些关于火柴的记忆

河南网民的河南网民的““一点一点””画像画像
——看看大数据中的自己

数说河南

一点资讯中国行河南站活动举行

让咱的阅读
更有河南味儿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吴军 实习生
张晶晶）强强联合发出河南声音，以商载道提升城
市价值。7月 10日，“新时代新河南——2018一点
资讯中国行”河南站活动在郑州举行。此次活动由
一点资讯主办，河南商报承办。今后，一点资讯将
联手河南商报，通过创新产品和先进的算法技术，
为河南网民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内容。

记者了解到，今年一点资讯面向全国区域市场
开展“一点资讯中国行”年度重磅活动，这也是一点
资讯本地化战略的重要落地活动。此前该活动已
经在全国走过4个城市，郑州是第5站，接下来还将
到20多个城市举行活动。

一点资讯于2012年成立，在全国拥有6.1亿用
户。目前，一点资讯已与小米、OPPO等主要手机厂
商开展了深度合作，2017年年底，一点资讯成为全
国第一家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公司。

一点资讯和河南商报合作，双方将联手打造
共赢的开放生态战略联盟，为城市形象及企业品
牌传播铺平道路，同时将打造城市专属地方频道，
满足区域用户对内容消费的需求，助力区域经济
蓬勃发展。

一点资讯总裁陈彤在活动中说，在去中心化、
多样化盛行的今天，很多人是做严肃内容的，这到
底有没有出路是每个人都会考虑的事情，答案应该
是肯定的，是有出路的。“不过，即使做严肃内容有
前景，也不能墨守成规，不能按照十多年前的路数
做网站或是内容。”③8

一点资讯
中国行河南站
活动现场。②25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唐韬
张郁 摄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

一点资讯本地化运营总监娄云松在当天分享了相关大数
据，从中解读新时代的新河南。

数据显示，河南每天有超300万网友在浏览一点资讯。从
“分享和收藏行为”可以看出河南用户的兴趣偏好。

河南用户中，男性占57%，女性占43%。
最爱分享的内容TOP5：视频-社会、三农、育儿、面试、健康。
最爱收藏的内容TOP5：军事、品读财经、育儿、银行、美食。
一点资讯分析认为，河南用户的收藏和分享，相比于点

击更能反映用户的兴趣，因为点击的内容往往是被动推送后
选择看的，而收藏和分享反映的是用户主动的行为。用户兴
趣程度高或实用的内容更能引发其主动行为，反映出更深层
的用户需求。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吴军 实习生 张晶晶

7月 10日，在一点资讯中国行河南站活动

中，一点资讯发布新闻APP大数据。我们可以

通过移动端热词曝光度，来观察河南经济社会

可喜的发展变化。

河南用户的
兴趣偏好

这两年，郑州在全国网友心中的印象发生了哪些变化？
数据显示，2016年时，全国网友对郑州的印象还比较粗

浅，如以少林寺为代表的名胜古迹、铁路枢纽、内陆商埠等。
而到了 2018年，印象就变得非常丰富和具象，如国际综合性
交通枢纽（航空港、中欧班列）、新型内陆商埠（自贸试验区、
保税区）等。

通过网友对于郑州关键词相关文章的点击、收藏、分享等
行为分析发现，这些关键词主要反映出人们对郑州两个方面的
新印象：一是依托发达的铁路、航空交通，郑州正在不断扩大内
陆商埠的影响力，打造更友好的贸易环境；另一个就是郑州正
在通过环境治理，将城市打造得更为宜居。总结起来也就是郑
州形象越来越好，新郑州“宜商宜居”。③8

300万河南网民每天使用一点资讯

河南网友更关心政务和民生

从数据可以看出，从全国整体的用户阅读习惯来说，一天
都会呈现三个高峰，即：早上起床和早高峰，中午吃饭午休时，
晚上睡前。

河南网友的阅读时间分布趋势与全国网友基本一致，但河
南网友在 8:30至 17:00工作时间中的碎片化时间，表现出更
强的阅读意愿。

今年上半年，河南地区的政务“一点号”共发文 83575篇，
涉及的主要关键词有空中丝绸之路、高铁枢纽、三农、扶贫、自
贸试验区、城市建设等。这些内容都反映出政务号也在助力

“中原城市群”相关形象的传播。
河南网友在搜索河南相关内容时的关键词，有交通、创新、

医疗、房产、三农等，都是和民生、政务相关的；而全国网友在一
点资讯上浏览河南相关的内容，关键词主要是名胜古迹、美食、
文化等。他们更关注的是河南的旅游。

网民心中郑州形象越来越好

用户
年龄

用户
性别

男性

57%

女性

43%

■24岁以下

29%

■25-29岁

30%

■30-39岁

28%

■40岁以上

13%制图/党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