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网谈│082018年 11月27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刘晓波 赵一帆 美编 单莉伟

●● ●● ●●

你的好，最美丽

新闻事件：濮阳县巧媳妇王利会经常做一些
美食给患胃病的丈夫暖胃，丈夫把她做饭的视频
发到网上，没想到吸引众多网友关注，至今已有
200多万粉丝。王利会成了网红，不少商家找她
做广告，大部分都被拒绝。她说，有些广告太虚
假，不想欺骗大家。

11月 22日 8时，梨视
频拍客中心官方微博“一手
Video”首发相关视频。此
后，中国之声、钱江晚报等媒
体微博转发。截至26日16
时，该视频仅在微博上的播
放量就有16万次。

传播数据：

16 万次

濮阳巧媳妇成网红
守诚信拒绝虚假广告

融媒矩阵

同心圆融媒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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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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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培君 刘
杨)11 月 21日晚，在广州国际媒体港珠江之眼，
2018 全国网站平台知识技能竞赛举行半决赛。
经过紧张角逐，由大河网、映象网、中原网、安阳新
闻网、中国三门峡网组成的出彩河南队，从全国
12支队伍中“杀出重围”，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

当晚，来自北京、广东、江苏等地的12支队伍
展开激烈比拼。参赛队员均为来自全国各地网信
部门、媒体网站一线从业人员。强强对决，精彩纷
呈。比赛中，选手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面对花样
百出的题目，反应迅速，应对自如。现场掌声不
断，高潮迭起。最终，广东 UC队、广东深圳网媒
队、出彩河南队、江苏·吴韵汉风队、江苏·一网吴
前队、浙江弄潮队获得前六名，晋级全国总决赛。

今年7月，在中央网信办统一部署和指导下，
全国网信系统开展了网站平台知识技能选拔赛。
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全国的48支队伍进入到复赛
环节。10月 26日，出彩河南队在河北赛区以270
分的全场最高分脱颖而出，顺利晋级全国半决赛。

据悉，11月 30日，这 6支晋级总决赛的队伍
将在南京进行最后的巅峰对决。③4

新闻事件：11月19日20时50分，漯河市城管
局环卫处督查科工作人员袁洋、于峰、邵刚华、王
中跃夜间督查至滦河路与燕山路交叉口时，发现
不远处有火光，四人立即开车赶往现场查看。发
现是简易房火情后，他们第一时间拨打了119，并
就地寻找可以使用的工具，砸开玻璃窗，和周围的
群众一起，合力将房中的两位老人救出。

11 月 20 日 14 时 15
分，大河客户端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光明网、人民网等
媒体平台转发跟进。截至
11月26日16时，全网相关
信息有6910条。③9

传播数据：

6910
条

漯河两老人遇险情
城管路遇砸窗救人

出彩河南队晋级全国网站
平台知识技能竞赛总决赛

仅需几元钱的成本，制出假证通过微信
平台卖出几百元。居民身份证、出生医学证
明、专业英语等级证、驾驶证等各种证件应
有尽有，让人触目惊心……

记者了解到，做一本“假职称”证件成本
低廉，即使包含全套相关材料的印制成本也
只要100元左右。因此对于一些培训机构而
言，只要做成“一单生意”就能赚几千元甚至
上万元，利润远远高于正规的培训。因此一
些如建筑类的培训机构也和制假商家“勾

联”，成为售卖假
证的“下家”。

成 本 仅 几 元
钱的假证，

何以瞒

天过海、招摇过市？湖南省娄底市公安局娄星
分局办案民警肖伟辉介绍，类似毕业证书、身
份证等证件，有网上查询或内置磁条，即使假
证再“逼真”也能通过一定的手段识别出来，但
不少证件目前还缺乏快捷有效的鉴别手段。

“更有甚者，在制作假证件之余，还克隆
了供假证件核查的‘影子网站’、鉴别热线电
话，堂而皇之将其印在假证件之上，迷惑性
很强，容易让证件审核单位‘中招’。”长沙优
米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陈芳说。

肖伟辉认为，假证横行也暴露了一些地
方的相关单位部门，在组织考试、审核资格
证件合法性等方面存在管理漏洞。比如组
织考试不规范、监督复查机制不完善、从业
资格档案审查不完善等，给了犯罪分子可乘
之机。“在一些场合，审核单位不会严格鉴
别，或者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使得
假证在市场上‘顺行无阻’。”

“使用假证即便被查出来，违法成本也
很低，这是造假‘供需两旺’的根本原因。”肖

伟辉说，按照相关法律，买卖、使用假证
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属于刑事犯

罪。“亟待加大使用假证的处置力
度，堵住证件审核的‘空子’，

严防假证件破坏社会公
平，挑战诚信底线。”肖
伟辉说。（据新华社长
沙11月26日电）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化涛 秦园园

近日，大河报官方微博主持的一个话题火
了。这个主题词为《豫见四十年》的话题目前
已有超过6030万的阅读量，网友评论量75万，
孟美岐、崔心心等河南籍明星艺人纷纷参与该
话题互动，数十万网友参与评论，在微博平台
上热度居高不下。

据了解，为集中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河
南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
就，大河报微博11月 13日起开设话题《豫见
四十年》，每天发布相关图文、视频，与网友一
起见证中原崛起。其中，11月 13日以《一分
钟，河南会发生什么》再次发布了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参与制作、人民日报微信10月 9日首
发的微视频《河南一分钟》，并将该微博在话
题页面置顶。此外，纳入话题的还有《独家口
述 卢宁军：从香港到天安门，难忘1985年内
地首场拉力赛》等原创稿件。

《豫见四十年》利用微博话题集聚人气、
组织“围观”的引导功能，放大了正能量内容
的传播效果。该话题下持续更新的相关报道
极大地激发了河南籍网友的自豪感，得到了
河南籍明星和众多网友的热烈响应。

拥有 1400余万粉丝的@火箭少女 101_
孟美岐在转发大河报微博的同时评论道：“河
南奋进的每一分钟/感慨万千/我爱我家/她

是河南。”@崔心心 XIN 在其原创微博里写
道：“这里，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10岁离开
家乡去北京读书。每次回到这里，都有一种
熟悉而奇妙的感觉。”

针对明星、网友发布的高质量微博，大河
报官微积极进行转发、点赞、评论等互动，带
动数十万网友在话题下参与讨论和分享。

除了微博，大河报还在今日头条、抖音、
火山小视频等内容分发平台上开设话题，利
用其话题聚合功能，增加主旋律报道的触达
率，扩大纪念改革开放40年相关报道的传播
效果。其中，在火山小视频开设的《我的行业
故事》话题，目前已经发布了多篇原创视频，
深受网友喜爱；微头条开设的话题则是《请回
答 2018》，展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发展变
化，记录老百姓在新时代积极创造幸福生活
的美好瞬间。据悉，相关话题将持续运营到
12月，也希望更多关注家乡的网友到相关话
题下留言、发图片和视频，记录自己正在为祖
国发展所付出的点滴努力。③9

假证“傍”上网络，惩戒亟待加强 正能量报道+社交传播

大河报官微豫见四十年话题引爆网络

新华社发

②电子客票实行后报销凭证如何获得？

无论通过何种渠道购票，购票成功后旅客都会收到铁路部门推送

的电子客票通知单，并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打印报销凭证。旅客可在

售票窗口、自助售票机上打印报销凭证，有效打印截止日期为乘车后

30天内。报销凭证外观类似于纸质车票，与纸质车票不同的是，上面

印着“仅供报销使用”六个字，并且没有具体的座位信息。

实行电子客票后，纸质车票将彻底取消，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电子

客票，可直接刷身份证或二维码乘车，即使在人工窗口购买，也只是一

张购票信息单，有点像超市购物的小票，只记录购票人的车次和座位号

等信息。而旅客从车站刷身份证乘车，必须通过网络购票并且没有取

票才可以实现；如果旅客通过人工售票窗口购票或者通过网络购票后

取了纸质车票，就必须持身份证和车票乘车。

①电子客票乘车和刷身份证乘车有何不同?

纸质车票“进化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铁路的第一代火车
票从上世纪 40 年代至 90 年代使用。
25×57毫米，票面印有盲文，其中快车
的车票票面印有一条红线，特快车的车
票票面印有两条红线。

从第一张火车票诞生到今天已有17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也已经历了三代纸质车票。

第一代：
纸板火车票

第二代：
软纸火车票

第三代：
磁介质火车票

1997年，“软纸票”开始代替“纸板票”上
岗。淡粉色纸质车票上印有一维码。
2009年 12月，车票正面改为二维条码，
这是一次信息升级，车次、价格等信息，都
能加密成二维码打印在车票的票面上。

2007年 7月开始，磁介质火车票加入
“车票大家庭”。车票正面为浅蓝色，背
面为黑色，它利用磁介质记录票面信
息，而且可在自助检票机上使用，具有
更高的防伪性。

③河南哪些车站可刷身份证进站？

郑州车站、郑州东站、郑州西站、许昌东站、新乡东站、鹤壁东站、

安阳东站、巩义南站、洛阳龙门站、渑池南站、三门峡南站、灵宝西站、

开封北站、民权北站、兰考南站、商丘车站、焦作车站、南阳寨站、黄河

景区站、武陟站、修武西站、新郑机场站、绿博园站和宋城路站，互联网

购全价车票的旅客可持有效二代身份证原件，通过车站专用检票通道

的自助设备读取相关购票信息便捷乘车。

6030
万

截至11月26日18
时，新浪微博#豫见
四十年#话题阅读
量超过 6030 万，
网友讨论量75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梦菲

11月 22日，铁路部门在海南环岛高铁实行电
子客票服务试点，乘客坐高铁“刷身份证或扫码”
就能进站，彻底告别纸质车票。引起不少网友关
注，河南何时能用上电子客票？

11月 26日，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目前我省
尚未接到推广电子客票的相关消息，河南告别纸
质车票还要再等等。不过，本月起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的 24个车站的部分车次可
刷身份证乘车，也十分方便快捷。

此前，“智能高铁发展暨京津城际铁路开通
十周年论坛”上曾传出消息：电子客票将于明年
在全国全面推广。11月 22日，铁路部门在海南
环岛高铁实行电子客票服务试点“刷身份证或扫
码”进站。

啥是电子客票？旅客通过互联网订购车票之
后，到达高铁站可直接持二代身份证等有效身份
证件通过进站口和验票闸机。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尚未启动电子客票相
关事务。不过，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近
日发布消息，本月起该集团公司管内京广、徐兰
高铁列车和郑开、郑机、郑焦城际列车沿途 24个
车站部分车次可扫描二代身份证乘车，最大限度
满足旅客便捷化出行需求。目前，郑州东站所有
方向的高铁车次均已实现刷二代身份证乘车，设
有实名制验证闸机 32台、进站闸机 128台、出站
闸机 64台、双向闸机 15台(中转换乘)；郑州车站
设有实名制验证闸机 8台、进站闸机 28台、出站
闸机 8台；许昌东站、新乡东站、鹤壁东站、安阳

东站等均设有实名制验证闸机、进站闸机和出站
闸机。除此之外，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管内的其他车站也将逐步启用“刷证”实名制验
证服务。③4

@蝴蝶：推广电子客票是进步，但也担心会让

一部分老年人乘车不方便，毕竟老年人对新生事

物的接受能力有限，希望铁路部门做好引导，帮助

老年人顺利乘车。

@不吃香菜：快捷方便，不易丢失。为中国高

铁点赞。

@杜拉克草的幸福：有了电子客票，出行越来

越环保了，我举双手支持，希望早日实现。

海南环岛高铁试点电子客票服务引发网友关注：

“河南何时能全面无纸化进站”
我省暂未开启相关事务 本月起河南24个车站部分车次可“刷证”乘车

网友热议

制图/单莉伟

乘客正在郑州东站刷身份证进站。②2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梦菲 摄

出彩河南队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②23河
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杨 摄

文图除署名外综合自央视财经客户端

近日，由河南省物流协会和河南
日报社主办的河南省物流企业 50强
评选活动在郑州拉开帷幕。据悉，本
次活动将持续一个月时间，其间除了
评选之外，还将举办多场高水平的行
业论坛，共同研讨我省物流发展的现
状、趋势、规划等。

为何要举办这次评选，主办单位
表示，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物流业
从一个概念的提出已发展成为支撑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
性产业，融合了运输、仓储、货代、信

息等众多行业，涉及领域广，吸纳就
业人数多，其发达程度如何，直接关
系着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和质量。党
的十九大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我国物流业也
伴随着党的十九大的春风进入以质
量 和 效 益 提 升 为 核 心 的 发 展 新 阶
段。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对于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高
国民经济竞争力和建设生态文明具
有重要意义。

河南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会区域，是国家
明确的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
点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
合交通枢纽，这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
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近年来，我省高
度重视现代物流业发展，一系列支持
政策措施接连落地，2017 年 9 月，省
政府办公厅发布了《河南省物流业转
型发展规划 (2018~2020 年)》，2017
年 11月，发布了《河南省冷链物流转
型发展工作方案》《河南省快递物流
转型发展工作方案》和《河南省电商

物流转型发展工作方案》，这些政策
措施的出台，既为物流业发展提供了
政策利好，也为河南物流业走向全国
全世界奠定了基础。这次评选，就是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现河
南物流业发展成果，树立河南物流企
业品牌标兵，促进河南物流业健康快
速发展。

为了凸显活动的权威性，本次评
选活动的主办方之一为成立于 2000
年的河南省物流协会。协会坚持“代
表行业、紧联政府，积极自律，服务会

员”的工作方针，是协助政府实施行业
管理的支撑体系，是全省现代物流工
作联席会员单位之一。现有会员单位
500 余家，涉及公路、铁路、航空、邮
政、外运、商业、物资、粮食、外贸、供
销、出版等系统，由河南省国有大中型
物流企业、省重点民营物流企业、教育
科研单位以及与物流相关的企业联合
组成，是政府联系企业的桥梁和纽带，
促进河南物流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这次评选活动本着公平、公正、

公开和企业自愿参加的原则，最终将
评选产生河南物流企业 50 强，河南
物流企业 10 大领军人物，评选范围
为河南省内运输型物流企业、仓储型
物流企业、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等；
河南省内国家 A 级物流企业、国家
星 级 冷 链 物 流 企
业，中国星级仓库
企业、全国仓储服
务 质 量 金 牌 企 业
等 。 最 终 结 果 将
在河南日报发布。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物流龙头评选竞优

河南省物流企业50强评选活动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