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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盘点

“老家河南·卢氏首届爆米花节”成功举办

爆米花变身老家河南新“网红”
网友热议

融媒矩阵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华峰
宋向乐 贺志泉 刘杨 马义恒

11 月 10 日至 12日，“老家河南·
卢氏首届爆米花节”成功举办，线上线
下吸引大量关注。据统计，“卢氏首届
爆米花节”全网阅读量达到 3037万人
次。

卢氏爆米花主题节庆活动能够成
为“网红”活动，得益于河南省旅游局
和相关部门的提前策划。

首届爆米花节系列短视频聚焦青
年热点话题，高质量运营引导受众关
注“爆米花节”。大河网通过新闻、短
视频、直播等多手段，全媒体渠道分发
卢氏爆米花节预热宣传资讯，力促爆
米花节引爆网络。2018 年以来，“老
家河南”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美誉度
高，此次活动拥有品牌背书，一经推
出，便形成了民间广泛的口碑传播。

河南省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卢氏首届爆米花节是河南省旅游局在
2018 年策划的“老家河南”系列品牌
活动中的一个。河南旅游将持续推动
旅游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正是有了前期的成功谋划，本届
爆米花节吸引了 120余家媒体前往采
访报道。据统计，目前已有 370 余家
媒体（电视台、报纸和网络媒体等）刊
登或转载相关消息。

本次活动期间，卢氏安排了特色
民俗表演、卡通人偶快闪热舞、美食大
集、传统爆米花机代表队竞技等活
动。各爆米花代表队共加工玉米、大
米、黄豆等各种食材 1.2万公斤，3.8万
人参与到活动中来，卢氏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1026万余元。

卢氏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付娟表
示，本届爆米花节所产生的影响力将
是持续的，旅游带动脱贫作用已初步
展现。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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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樵：以爆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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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排开的爆米花机吸引游客驻足观看。⑨3 谌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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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郑州总供
热面积将超过
8600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李林)近
日，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发布
消息，今冬郑州将开启“智能
化”集中供热。

据介绍，今冬郑州集中
供热规模将再创历史新高，
建成区集中供热普及率超过
85%，预计新增供热面积近
1600万平方米，总供热面积
将超过8600万平方米。

经过多年打造，“大热源、大联网、大调度、大
客服、大维护”的五大供热格局在郑州已日臻成
熟，构筑起全市供热一盘棋的基础。“目前郑州已
经构建起国内首个‘一城一网’的热网体系，绵延
2300公里、覆盖建成区 90%以上，并获得了住建
部的肯定。”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党委书记张舒说。

为适应不断扩大的供热需求，今年郑州集中
供热部门与浙江大学热工与动力系统研究所合
作，着手建立智慧城市供热系统仿真分析与调度
控制平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深入挖掘
分析历史供热运行数据，建立全市的热网模型，通
过全网水力、热力工况的预案分析计算，实现供热
调度智能化。

据悉，郑州集中供热部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
供热运行数据，尤其是全市星罗棋布的1895座热
力站，自动化覆盖率达95%以上，已具备统一纳入
数字化“大调度”的条件。③6

大数据、云计算服务调度

郑州开启“智能化”
集中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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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在焦作市朝阳南路蔬菜巷有这样
一群人，无论是酷暑天还是三九天，他们每天4时
来到这里，熬粥、炒菜、蒸馍……6时 30分，准时
为来这里免费就餐的流浪者、残疾人、贫困居民和
环卫工人准备好可口的爱心早餐。他们是万舟苑
慈善救助中心的志愿者，今年37岁的金保彦是该
组织的发起人和负责人。金保彦说，自己儿时家
庭贫困，加上母亲生病，受到村里人帮助，便想用
这种方式回报社会，5年来已经送出免费爱心粥
17万份。

同心圆融媒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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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良的他们最美丽

11月 12日，梨视频拍
客官方微博“一手Video”
发布相关视频消息，并被新
华网、大河客户端等媒体
转发。截至 11月 12日 20
时，该视频仅在微博上的
播放量有105万次。

传播数据：

105 万

焦作男子建爱心粥屋
5年送出17万份免费粥

新闻事件：11 月 3日晚上，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高新区医院外科二病区护士长贾欣欣
外出休假，在郑州新郑机场大厅更换登机牌时，突
然看到前面有一名男子躺在地上，疑似癫痫发
作。她连忙跑上前去跪地救人，直到该男子脱离
危险。等到机场医务人员赶到后，她才离去。

外出遇陌生男子突发癫痫
郑州护士长跪地救人

11月5日17时04分，
郑州晚报客户端首发相关
报道。此后，大河网等媒体
跟进报道。截至11月12日
16 时，全网相关信息有
674条。

传播数据：

674

11月 8日 8时 48分，
大河网首发相关报道。此
后，中国新闻网、中国文明
网、新华报业网等媒体跟
进或转载报道。截至 11
月 12 日 16 时，全网相关
信息有2660条。③9

传播数据：

2660

新闻事件：11月 7日，河南省肿瘤医院的造血
干细胞采集室暖意融融。这一天，平顶山市姑娘
张莉在这里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这份“生命种子”
将为浙江省一名18岁的白血病男孩带去希望。患
者托浙江省红十字会志愿者送来感谢信和书法作
品表达“再造之恩”，让张莉既惊喜又感动。据悉，
患者是浙江省某市今年的高考状元，感谢信、书法
作品等都是他亲手准备的。

平顶山姑娘捐“生命种子”
患者手书作品感恩

焦点网谈│072018年 11月 13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曾鸣 刘志强 美编 党瑶jdwt@henandaily.cn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许会增

“你们的节目太精彩了！我刚
刚用微信把精彩的视频片段同步给
我在上海的女友了。”当地时间10月
30日晚，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
礼堂剧场，河南省教育厅汉办武林
汉韵演出团在该校的演出刚刚谢
幕，台下的大三学生阿莱克斯就主
动跑到后台表达他的感受。他说，
他还会用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络，继
续帮武林汉韵做“广告”。

美国时间 10月 24日~11月 6
日，受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指派，
应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孔子学院、阿
克伦大学孔子学院、克利夫兰州立大
学孔子学院、托莱多大学孔子学院、
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约翰逊
大学课堂、田纳西大学孔子学院邀
请，河南省武林汉韵演出团赴当地大
中小学进行巡演交流。

武林汉韵是孔子学院总部/国
家汉办和河南省教育厅重点打造的
教育国际交流品牌，演出团成员由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基地——嵩山少
林武术职业学院和郑州大学、河南
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师生组成。

此次美国巡演，武林汉韵通过

中国少年“阿宝”到郑州嵩山少林寺
寻艺、学艺、传艺的故事，将精心编
排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武术、
民乐、舞蹈直观展现在美国观众面
前，收获大批粉丝。这次演出不仅
吸引了当地重要媒体的注意，如俄
亥俄州托莱多市、田纳西州诺克斯
维尔市在当地排名第一的电视机构
都邀请演出团成员做客新闻直播
间，网络社交媒体上也一片刷屏。

田纳西州网友迈克尔说，自己
曾到少林寺，在家乡看到这么专业
的武术表演，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俄
亥俄网友格雷琴说，自己的双胞胎
孩子平时挺害羞，没想到两个小家
伙竟然主动跑上台，参加武术互动
节目……

阿克伦大学的林阳教授表示，
依托孔子学院，加强中美人文交流
前景广阔。“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
的大国，相互交流的大门只能继续
打开，它是两国人民之间需求使
然。这次巡演的现场效果也生动体
现了这一点。”

“用文化作连接，用交流促理
解，用情感谋共识。”省教育厅副厅
长刁玉华说，“我们将继续为促进教
育国际交流作出应有的贡献。”③5

河南高校师生赴美巡演

“武林汉韵”
刷屏美国社交网络

武林汉韵演出团成员与美国当地学生同台演出。②25 许会增 张楠 摄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吕娜）
11月 12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双十一”刚刚过
去，货物快递马不停蹄。中铁快运郑
州分公司与郑州局集团公司携手，启
动“高铁极速达”服务，全力服务电商、
快递物流和生产制造企业，其中郑州
东站当天发送包裹量3.09吨、发送包
裹193件，包裹到达量2.048吨、到达
包裹240件。

据介绍，11 月 11 日至 20 日“电
商黄金周”期间，郑州铁路部门不仅
利用所担当 85对高铁动车组的大件

行李存放处、最后一排座椅后空间及
集装件专用存放柜等设施装运高铁
快运货物，而且结合市场调研情况，
对郑州至上海、北京、桂林、广州、哈
尔滨等方向的 6趟列车预留一节二
等座车厢，专门用于装运批量快件，
总体运量将再创历年新高。③5

“高铁快递”助力“双十一”

11 月 12 日，天猫发布的数据

显示，我省网民“双十一”在天猫平

台 上 的 单 日 消 费 贡 献 总 额 达

89.22 亿元，位居全国第 8 位，较

2017年“双十一”的65.86亿元，同比增长35%。

数据显示，最大年龄已经28岁的 90后，成为

这个“双十一”第一消费主力。在天猫“双十一”河

南消费人群中，90后的占比已经达到了44.83%，

而80后占比已经降为38.11%。

河南网民在“双十一”天猫平台单日
共计消费 89.22亿元，此金额以河南最大
购物中心丹尼斯·大卫城为例，该店在
2017年全年销售规模约45亿元。也就是
说，在11日 24小时内，我省网民贡献给天
猫的消费额，能“买空”两年的大卫城。

从省内城市消费情况来看，郑州、洛
阳、新乡、信阳、南阳，是“双十一”我省消
费的TOP5城市。

不过，郑州在河南省内却是一枝独
秀，郑州百姓在天猫创下 29.78亿元的单
日消费规模，洛阳市买了8.2亿，新乡市、
信阳市、南阳市消费额紧随其后，都在 5
亿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网民参与本季
“双十一”的年龄结构，出现了微妙变化。
据天猫平台大数据显示，“双十一”当天参
与其中的河南消费者年龄结构，分别是：
50后占比 0.51%、60后占比 3.66%、70后
占比13.28%、80后占比38.4%、90后占比
41.63%、00后占比 2.52%。90后已经超
过了 80后群体，成为河南网购消费的“第
一主力”。

来自天猫数据显示，本季“双十一”，
河南人购买率最高的 5大商品品类分别
是：羽绒服、手机、毛呢外套、棉衣、靴子。
而河南人最喜欢的 5类进口商品则是保
健食品、牛奶粉、面膜、纸尿裤、面部精
华。此外，借着这个“双十一”，很多河南
消费者还预订了元旦或春节的旅游计划，
泰国、日本、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美国，是
中短期境外游订单前五大目的地。

河南人强大的消费能力在下了订单
后，都转化成了物流的“压力”。

据菜鸟网络提供的数据显示：河南省
的包裹量位居全国第六，“双十一”当日全
天发货量和全天签收量排名全国第十；郑
州城市包裹签收量位居全国第十、河南第
一，洛阳、新乡则紧随其后。有网友惊叹，

“希望明天的郑州，不会被包裹‘埋’住了”。

河南网民在天猫单日消费

89.22亿元

一天顶“大卫城”两年

羽绒服和手机买得最多

11 月 12日，京东金融发布数据
显示，随着 95后逐渐步入职场，更多
的年轻人已经习惯采用白条这种“先
消费、后付款”的方式，来满足多样
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本季“双十一”，京东金融支付同
比增速最高 TOP10 城市，西藏拉萨
市以同比增长 252%，成为成长之
首。河南省的周口、商丘、驻马店进
入 了 该 项 排 名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了
240%、239%、228%，依次排序为第
五、第六、第十。

为何 95 后对“先消费、后付款”

的分期消费方式如此追捧？
分析师给出的回答是，95 后自

主化、个性化消费需求旺盛，对品牌
和审美的要求极高。与其他代际消
费者不同，95后追求的是高质量、高
性 价 比 商 品 ，让 自 己 的 生 活 不 将
就。他们的收入水平难以满足较高
的消费水平，因而，分期购物正好契
合了他们的购物满足感需求。不
过，他们中大部分人会有“理性分
期”的判断，将月供控制在 400元以
内，选择 24 期、36 期等较长分期数
的人数占比较大。

拼多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双
十一”，国内农产品成为该平台大促
的显著亮点。

拼多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
日晚 9 点，在该平台共生成超 4000
万单农产品订单，其中1200万单，由
全国国家级贫困县通过“产地直发”
的方式发出，总量超过 1亿斤，较去

年同比增长4倍以上。
此外，在该平台“全国贫困县

农货上行 TOP10 榜单”销售中，包
括 河 南 的 虞 城 红 薯 粉 丝、宁 陵 蒜
薹，以及湖南平江鱼干及酱干、云
南红河小黄姜、四川盐源苹果、湖
北秭归脐橙等进入了全国农货销
售十强。③5

95后是分期消费主力军

我省多个农产品受热捧

郑州东站11月11日发送包裹量

3.09吨
发送包裹

193件

今年“双十一”全天交易额在全国排名第8
河南省

90后占比：44.83%

80后占比：38.11%
其他

消费者购买率最高的商品TOP5

❶羽绒服 ❷手机 ❸毛呢外套

❹棉衣 ❺靴子

制图/党瑶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丁洋涛 杨霄 张利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