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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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日09时15分，“一
手 Video”微博首发相关视
频。此后，人民日报、法制晚报
等媒体微博转发。截至11月7
日17时，该视频仅在微博上的
播放量就有137万次。③9

传播数据：

137 万

11月3日12时21分，“江
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
图文视频报道，并被央视新闻、
环球时报等媒体转发。截至
11月7日17时，该视频仅在微
博上的播放量就有113万次。

传播数据：

113万

11月1日13时30分，“时
间视频”官方微博首发相关视
频报道。此后，央视新闻、北京
晚报等媒体微博转发跟进。截
至11月7日17时，该视频仅在
微博上的播放量就有97万次。

传播数据：

97 万

“孝心男孩”赵德龙：
你让我站起，我陪你到老

他们用数年坚持
赢得美丽人生

新闻事件：三门峡小伙赵德龙3岁时因小儿
麻痹症无法站立，父亲赵汉坤辛苦工作带他四处
求医，才勉强使他能够行走。2015年 8月，赵汉
坤突然双腿僵直无法行走，生活也无法自理。当
时还在上大学的赵德龙把父亲带在身边，边读书
边照顾。如今虽然到江苏工作了，但他仍坚持
如此。赵德龙说，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
他，多挣钱给父亲治病，一起走遍天涯海角。

截肢小伙胡远月：
嘴含画笔作画屡次获奖

新闻事件：今年28岁的信阳新县小伙胡远
月，8岁时因一场事故失去了双臂和左腿。16
岁时他开始自学画画，嘴含画笔不停地重复练
习。在时光的磨砺中，绘画让他变得更加乐观
自信。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得省市大奖，胡远月
说，将继续努力，让自己的绘画水平持续提升。

乡村教师孔文卿：
身兼数职，坚守深山36年

□本报记者 屈晓妍

11月7日，河南日报客户端制作推出访谈节
目《改革开放四十年之晓妍开聊》第一期。该节目
以聊天的形式，讲青年故事、话时代变革。

本期嘉宾是一个85后姑娘王瑶，因借电商
卖山药帮村民致富，人称“山药女神”。

在成为“山药女神”之前，王瑶在一家电商
公司工作，做到董事长助理的职位，她辞职了。
理由只有五个字：“我要去西藏。”

这个看似有些荒诞的选择，却成就了王瑶的
人生奇遇。在旅途中，她碰上了一个吃了数年

“山寨铁棍山药”的“驴友”。听了王瑶的介绍，这
位朋友把她家中的山药全要了。正是这次去西
藏的路上，王瑶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随着旅行的脚步越走越远，王瑶的朋友越
来越多，山药的销路也越来越广，随后组建团队
提升山药品质；在多个社交 APP 分享旅行心
得，推介山药产品……

知道王瑶“门路多”，老家乡亲谁家山药卖不出
去，都会找她帮忙。她便萌生了
办合作社，带村民一起致富的想
法。于是在村民口中，王瑶渐渐
被叫成了“山药女神”。扫描二维
码，听本期《晓妍开聊》。③6

《晓妍开聊》全新推出

“山药女神”奇遇记

融媒矩阵

11月7日，参观者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体验虚拟现实技术。

11月6日，游客在乌镇的一台无人售货机前体验支付宝刷脸支付技术。

下图 11月7日，工作人员
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展
示搭载了车联网交互系统的无
人驾驶小巴“阿波龙”的卡拉
OK功能。 均为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陈辉）11 月 7日，记者
从省通信管理局获悉，第五届河南省互联
网大会将于 11月 14 日至 15日在郑州举
行，大会以“建设数字河南 助力出彩中原”
为主题，将围绕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
兴业态举行多场专题论坛。

本届大会由省政府、工信部指导，省
通信管理局、省网信办主办，大会将邀请
来自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以及腾讯、阿里巴
巴、百度等企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高管参
会，大会将围绕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促进
IPv6和 5G等新技术快速发展，举行 IPv6
及 5G 与互联网创新发展、工业互联网、

“互联网+现代农业及县域经济”、智慧医
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技术应用
与产业融合发展、“大数据+智慧城市”等
8场专题论坛。③8

打消舌尖上的忧虑

消费者网络订餐如何维权

主播晓妍主播晓妍王瑶王瑶

新闻事件：宜阳县的孔文卿，是当地花山小
学的一名乡村教师，至今已经坚守岗位36年。孔
文卿不仅是老师，还是校长和厨师。每天中午放
学后，他就开始为学生准备午餐。每隔两周就要
跨越20多公里的山路到附近的集镇上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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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开幕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刷脸”走进无人超市，对着商品微笑就能打折；复杂的病症摸

不着头脑，远程语音问诊帮你推荐就诊科室；来到智慧餐厅，只需扫

码，就会有机器人端来饭菜……11月 7日，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会场上，各种新鲜科技成果让人感叹，数

字经济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当天 15项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
成果正式对外发布。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表
示，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前期成立
了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推荐委
员会，委员会由 47名海内外知名的
互联网业界专家组成。

这 15项互联网科技成果从全球
征集的数百项成果中脱颖而出，涵盖
理论、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等领域，包
括：微信小程序商业模式创新、华为昇
腾 310芯片、蚂蚁金服自主可控的金
融级商用区块链平台、破解信息孤岛
的接口高效互操作技术与燕云DaaS
系统、亚马逊全托管平台、360 安全
大脑—分布式智能网络安全防御系
统、京东智能供应链技术服务平台、
百度 Apollo 自动驾驶开放平台、安
谋中国全新人工智能平台周易、特斯
拉智能售后服务、supET 工业互联
网平台、全球首款全集成5G新空口毫
米波及6GHz以下射频模组、CPU硬
件安全动态监测管控技术、Azure
Sphere—基于微控制器的物联网安
全解决方案、小米面向智能家居的人
工智能开放平台。

据介绍，今年7月，世界互联网领
先科技成果推荐委员会秘书处向全球
互联网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
个人发出邀请信，征集世界互联网领
域的领先科技成果。最终发布的 15
项成果由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成

果推荐委员会委员投票选出。
“科技创新改变互联网，互联网

改变未来的生活。这些成果代表创
新智慧，也预见未来互联网的发展趋
势。”邬贺铨说。

15项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

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
光”博览会上，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自主研制的基于网络空间拟态防
御理论开发的成套网络设备和系统在本届
博览会上首次亮相，引起广泛关注。该技
术于今年1月、4月已分别在中国联通河南
分公司、郑州景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了首次互联网上线应用服务。

据悉，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位于郑州市，是我国在数字交换领
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网络空间
拟态防御技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
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邬江兴
及其团队创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该成果
曾于 2014 年成功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

“2013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域名服务器、路由器、web虚拟机、云
服务器和防火墙作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
承担着地址解析、数据转发、网站服务提
供、设施防护等多种功能，极易存在大量
的未知漏洞甚至后门等隐患，是黑客等不
法分子进行信息窃取、非法入侵、木马植
入、网页篡改和实施大规模攻击的重点对
象。通过拟态化升级，形成内生安全效
应，就可对未知的攻击威胁和不确定的安
全问题进行有效抑制。

邬江兴院士在博览会现场谈到，网络
空间拟态防御技术系列产品的研制成功，
能够从源头上为治理网络空间安全问题
提供普适性技术与方法，为构建全球网络
空间安全新秩序提供完整的“中国方案”、
贡献“中国力量”。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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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河南省
互联网大会14日开幕

科技创新改变互联网，互联
网改变未来的生活。这些
成果代表创新智慧，也预见
未来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丁倩

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我
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 3.64亿人，消费
者每天消费超过2000万份外卖，但是当众
多消费者一味注重便捷的同时，线上线下
同餐不同质、外卖食品内有异物等食品安
全问题频遭曝光。消费者该如何打消“舌
尖上的忧虑”，遇到问题又该通过什么渠道
维权？11月 7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差评不管用，消费者应投诉

每到饭点，郑州市郑东新区CBD的写
字楼里，到处穿梭着外卖小哥的身影。外卖
早已成为众多消费者常态化的就餐方式。

然而，“外卖热”的背后，当消费者遭遇
食品安全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郑东新

区 CBD上班的徐楠便经历了一次不愉
快的网上订餐。近日，徐楠
因在某外卖平台订餐，发现

奶茶中有异物，对商
家进行了投诉。这
并不是徐楠首次在
外卖餐中发现“不
速之客”，之前遇到

类似问题只是给个差
评，但时间久了，问题并未得到

解决，这次便果断进行投诉。“投诉
不仅是为维护自己利益，更是提醒
个别商家注意食品卫生。”据徐楠反

映，接到电话投诉的商家在致歉后及时派
人协商，并更换了自己的外卖餐。

记者走访中发现，常见的投诉问题主
要集中在送餐超时、到手的外卖餐与网上
公示照片不符、餐品中有异物、菜品不够、
快餐汤汁溢出、食品变质等方面。

个别外卖平台最高可按支
付价十倍赔偿

消费者选择网上订餐，主要考虑其方
便快捷，但随着外卖订单数量增多，各大外
卖平台迅速扩张，商家纷纷入驻，随之带来
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担心。

那么消费者遭遇食品安全质量问题后
该向谁追究赔偿责任呢？河南胜威律师事
务所主任刘磊告诉记者，根据新修订的《食
品安全法》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其合法利益受到损
害时，可向入网的食品经营者要求赔偿。

关于具体赔偿界定，记者联系到美团、滴
滴外卖、饿了么等三大外卖平台，其中美团回
应，消费者可以直接联系商户，或通过美团外
卖在线、电话客服投诉维权。美团外卖实行

“先行赔付”机制，对消费者可能遇到的菜品
质量问题，进行详细的分类并规范赔付方式，
最高可按支付价款十倍进行赔付。滴滴外卖
会根据客单价格，以及受影响程度进行协商
赔偿。滴滴外卖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
果用户发现收到的餐品出现严重洒漏、变质
和与订单不符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商

户，也可以通过滴滴外卖的官方微博进行投
诉，滴滴外卖会协调用户、商户处理问题。如
果商家拒不配合，则会让商家下线，问题严
重者则会向监管部门反馈。饿了么则采用
信用分制，全国各地有线下品控团队，如发
现入驻餐厅或餐品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除了
要求下线整改并扣除相应信用分外，同时向
监管部门反馈，信用分被扣除到一定程度，
商户将永久不能上线。

外卖食品安全有法律保障

“消费者可直接要求入网食品经营者
进行赔偿，也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等渠道进
行维权。”刘磊认为，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
问题，除投诉商家和外卖平台外，更应学会
运用法律武器。

他介绍，根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
规定，如果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不能
如实提供入网经营者真实名称、地址和有
效联系方式，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赔偿。此外，于 2018 年 10月 1日正
式实施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对餐饮服务场所、食品处理、清洁操作、餐
饮具保洁以及外卖配送等餐饮服务各环节
均有明确标准和基本规范。

刘磊建议，尽量选择连锁性质的且合
法合规的供餐单位订餐，如果发现食品有
问题，则务必拍照留存证据，并保留相关消
费凭证，必要时可拨打食品药品投诉举报
热线12331。③6

遭遇食品安全问题
美团、滴滴外卖、饿了么如何赔付

美团外卖
◎实行“先行赔付”机制，对消费者可能遇到

的菜品质量问题，进行详细的分类并规范赔付方

式，最高可按支付价款十倍的额度进行赔付。

滴滴外卖：
◎可以通过滴滴外卖的官方微博进行投诉，

滴滴外卖会协调用户、商户多方处理问题。如果

商家拒不配合，则会让商家下线，问题严重者则会

向当地监管部门反馈。

饿了么：
◎采用信用分制，全国各地

有线下品控团队，如发现入驻餐

厅或餐品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除

了要求下线整改并扣除相应信用

分外，同时向监管部门反馈，一旦

信用分被扣除到一定程度，商户

将永久不能上线外卖平台。

制图/党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