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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乡情

这是河南 18个省辖市前所未有的
出彩亮相。

无论你身在何地，最牵挂的总是故
乡。在这组微视频里，你肯定能发现那
些令你熟悉而又惊喜的画面，在大美家
乡的镜头流转间感受到欣喜与慰藉。你
可以骄傲地分享微视频，向朋友秀出你
的家乡!

为做好这次微视频展播，河南日报
“两微一端”将开设专题、设置微博话题、
制作专页、推送宣传海报……你可以通
过任意渠道分享你的观感。

微视频展播完毕后，河南日报客户端
将邀请广大网友投票，到时候你只要动动
手指，就能选出最心仪的微视频作品。

《河南一分钟·地市篇》来了，从这
里，你一定能听到历史中的滚滚春雷，听
到你家乡拔节生长的幸福声响。

评论·期盼

万千辛苦，只为一朝惊艳出场。12
月 12日、13日，《河南一分钟·地市篇》
已经推出郑州篇和洛阳篇，点赞不断，效
果超出预期。截至 13日 20时，郑州篇
和洛阳篇的微视频在百度关键词提及量
已超过500万条。

每一次观看和转发，就是一次家乡情
的释放。网友“彬彬有礼”在郑州篇后留
言：“愿老家河南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网
友“春暖花开”说：“明快的节奏，跳动的数
字，精美的画面组合到一起，一分多钟的
观看穿越的是郑州几十年的发展，超赞！”
而网友“漠然”已经迫不及待了：“一分钟，
看尽40年郑州嬗变，期待开封一分钟的
精彩！”网友“肖山”说：“古今辉映，诗和远
方，洛阳篇可以说是很用心了。”

河南18个省辖市的“一分钟”，每个
篇章都足够精彩，等你来看。③3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腾飞 李
海亮）12月 13日，“郑州智慧岛”手机客户端正
式上线运行。这个由郑州市郑东新区智慧岛大
数据实验区管委会（以下简称“郑东新区智慧岛
管委会”）联合大河网共同打造的APP，集纳智
慧岛科技、基金、人才、众创、大数据等权威信息，
方便用户轻松实现“掌上‘游岛’，一览无余”。

智慧岛正以蓬勃活力吸引相关产业快速集
聚，今年以来，华为、浪潮等122家大数据企业，
以及国新启迪、远海鹰城等 107家基金企业相
继入驻。目前，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
的核心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数据产业创新
中心、高端要素聚集中心、国际合作中心的“一
区三中心”构架已经形成，智慧岛、基金岛、人才
岛、众创岛“四岛”协同、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基本
确立。

“郑州智慧岛”APP由大河网承建。作为
积极推进“互联网+政务”决策部署实施的一家
互联网媒体，大河网以政务服务为突破口，成功
走出了“新闻+技术+政务”的转型新路径。大
河网承建并运维了河南省人大网、河南省政府
网站统一技术平台、河南省政府门户网站、河南
机关党建网、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央厨房”、哈
密日报数字化信息平台等200余项省内外信息
化项目，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此次郑东新区智慧岛管委会与大河网的合
作共建，充分利用双方优势资源，致力于共同探
索“互联网+政务”的最佳融合模式，实现信息
服务的理想传播效果。目前，“郑州智慧岛”APP
已在腾讯应用宝、小米应用商城、苹果 App-
Store等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上架，搜索“郑州智
慧岛”便可下载。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向前 本报通讯员 谢辛凌

12月 12日上午，沈丘县洪山镇王油坊村“豫
富鑫”家庭农场的冬桃种植基地，果农王振营和儿
子王珂珂正在热情接待前来购买冬桃的果品经销
商蒋师傅。

不久前，王振营还在为冬桃滞销苦恼。12月3
日，河南日报客户端、河南日报微博及微信公众号
同时发力，发布推送原创文章《甜蜜冬桃滞销，农场
主急得想哭了……》，引发众多网友热心关注。

来自安徽砀山的蒋师傅正是其中之一。“我平
时喜欢上网，前几天偶然看到朋友圈转发河南日
报客户端的消息，知道这里有冬桃卖不出去，就赶
过来了。”蒋师傅说。

经过一番商谈，蒋师傅当天以每公斤8元的价
格，定购了750公斤冬桃，“拉回去批发销售不愁”。

“多亏河南日报推介帮忙和社会支持，短短几
天我就卖出 1.4 万公斤冬桃，现在基本上没有库
存货了。”王振营开心地说。

王珂珂也笑着在一旁插话：“河南日报客户端
威力可真大！俺家冬桃滞销的消息发出后，当天
来自附近项城、郸城、淮阳、扶沟等地的客商电话
咨询不断，第二天就出现了俏销的火热场景。”

至此，豫富鑫农场“冬桃滞销”危机完美化解，
果农王振营喜上眉梢。

据了解，王振营创业路上这次遇到的困难，经
河南日报新媒体报道还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为
帮助王振营避开果品滞销周期，县政府出资帮助
他购买设备，对果品进行深加工。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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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举动 大情怀

12月11日17时02分，
澎湃新闻首发相关报道。此
后，多家媒体转发跟进报
道。截至12月13日20时，
全网相关信息353条。

传播数据：

353条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菜农送5000多斤白菜做公益

新闻事件：12月 6日 14时许，商丘市睢县尚
屯镇吴庄村菜农段洪利与睢县睢州公益志愿服
务队 30多名志愿者一起，将自家种植的 5000多
斤白菜送到了该县尚屯镇敬老院、涧岗乡敬老
院。“我是菜农，这是我能做的公益。”段洪利说。

扫描二维码
读述评

新时代，奔跑吧，出彩河南！
“出彩之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述评引热议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华峰 祝传鹏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12月 3日至
12月 13日，《河南日报》重磅推出了“出彩之
路——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系列述
评，探寻河南从奋进到崛起、从振兴到出彩
的发展之路。“出彩之路”系列述评一经推
出，经各大平台分发后，获得大量关注，网友
表示：这组重磅文章，高屋建瓴，把河南的出
彩之路讲透了，是了解河南、熟悉河南的必
读文章。

让出彩河南呈现在世界面前

“这组文章，有深度、有高度、有力度。”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电控
柜制作车间职工庄志立说，“改革开放 40年
让中原大地焕发了巨大生机，充满了活力，
也让老家河南实现了腾飞式的发展，成为
各类大型企业争相进驻的沃土，我所在的
中铁装备集团也在这一进程中于 2009年扎
根郑州。作为一名河南人，我很庆幸自己
毕业后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并通过自己的
参与和奋斗见证民族装备制造业的振兴。
近几年，河南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与
世界的交流联系愈发密切，我所在的中铁
装备集团也积极融入其中，河南造盾构机
出口到 10余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咱们
河南一张闪亮的名片。新时代，中国开放
的大门将越开越大，这将是河南续写辉煌
发展成绩的伟大时期。我相信，通过咱们
每一位勤劳朴实河南人的奋斗，我们的生
活会越来越好，一个更加出彩的河南必将
呈现在全国、全世界面前！”

网友@笑醉天：改革开放四十载，解放

思想重人才；实事求是谋发展，团结一致创

未来。改革开放的 40 年，是中国人民思想解

放的 40年，也是国家繁荣昌盛的 40年！

网友@岱宗肤黄：发展才是硬道理，河

南这 40 年来砥砺前行，取得了巨大成就，其

最终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新时代，奔跑吧，出彩河南！

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河南省委党校党建部副教授樊金山表
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改革开放
40年是河南沧桑巨变的 40年，在党的领导
下，河南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激流
勇进、书写了中原更加出彩的精彩华章，实
现了由传统农业大省向全国重要的新兴工
业大省、有影响的文化大省、加速崛起的经
济大省、内陆开放大省的重大转变。“‘坚持
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取得
成功的关键和根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
深刻总结，也是河南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
的真实写照。”樊金山说，进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河南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
质量，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站在了决
胜全面小康中原更加出彩的新的起点。展
望未来，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
新者胜。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全面从严治
党是根本保障。

网友@生命花：思想引领方向，发展成

就美好，改革破旧立新，开放河南奋飞，协调

兼顾公平，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

这需要党的坚强领导，需要伟大精神的支

撑。河南日报“出彩之路”大型系列述评荡

气回肠，读来让人如沐春风。

网友@宛城老牛：因为历史和地域的原

因，河南这 40 年发展来之不易，河南人骨子

里的坚韧令我自豪，不等不靠，心存移山志，

誓把沙变林，梦饮清渠水。我自豪，我是河

南人！加油，河南！加油，中国！

“四条丝路”见证河南速度

“读完这一组报道，让我想起了兰考农

村这几年的变化：农村美了、农民富了。”兰
考县焦裕禄纪念馆宣传科副科长、讲解员张
洁琼说，张庄村坐落在黄河九曲十八弯的最
后一道弯里，是兰考最大的风沙口，数百年
来，被风沙吹过，被黄河淹过。50多年前，因
为焦裕禄在这里首次找到防治风沙的良策，
张庄村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张
庄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不改变结构
的基础上对院落进行简单美化，打造花园式
庭院，开展乡村旅游，村民足不出户就能收
入八九万元。

网友@正说郑事：改革开放 40 年，河南

从打造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到建设中原经

济区，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率先领

跑，到河南自贸试验区全面发力。让内陆省

份河南大步走向世界，陆上丝绸之路更是从

“连点成线”到“织线成网”，河南的明天将更

精彩，需要每个人去努力。

网友@雨菲雪：读完这组报道，让人酣

畅淋漓，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路”

让我印象深刻，不得不感叹河南速度！

系列述评阅读量达2709万次

《出彩之路》系列述评及相关新媒体产
品迅速被包括央广网、中国文明网、中国社
会科学网、新浪、网易、搜狐等在内的 100多
家网站和客户端转发，省内众多政务新媒体
平台纷纷关注转载，
引发强烈反响。据
大河网·大河舆情研
究院测算，截至12月
13日 17时，《出彩之
路》系列述评在全网
范 围 内 阅 读 量 达
2709万次。③9

掌上“游岛”一览无余

“郑州智慧岛”APP
正式上线

12 月 12 日 10 时 35
分，微博“鹤壁新视界”首发
相关视频信息。此后，多家
媒体微博跟进报道。截至
12 月 13 日 20 时，相关视
频在微博上的播放量有 13
万次。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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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

免费火锅致谢城市美容师

新闻事件：12月 11日晚，鹤壁市朝歌里人文
小镇一家火锅店邀请 46位附近的环卫工人免费
吃火锅，每桌提供 4个荤菜、8个素菜。一位环卫
工人激动地说：“大家吃着火锅，心里感觉很温
暖。”火锅店负责人表示，这个冬天将每月宴请一
次环卫工人，以表达对他们辛勤工作的谢意。

滞销冬桃走俏了

《《郑州篇郑州篇》》视频截图视频截图

同心圆融媒工作室 出品

重磅来袭

超燃！18天18城给你惊喜

□本报记者 侯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向前

不久前，微视频《河南一分钟》

在网络上刷屏，让很多河南人看得

激情澎湃。当然也有遗憾，短短的

视频难以承载太多的风景，不少网

友觉得反映自己家乡的镜头还是

太少。

现在请屏息静气，集中注意

力！《河南一分钟·地市篇》集结完

毕，史上时间最短、展示最全面的

河南地市精彩微视频已经开始“燃

爆”网络。

匠心·联播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讲好新时
代河南出彩故事，河南省委网信办联合
河南日报新媒体放出“大招”，与18个省
辖市联动，共同策划了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移动端主题接力微传播活动——
《河南一分钟·地市篇》。

在时长一分多钟的微视频里，全景
式展现全省各地改革开放 40年来取得
的伟大成就可不是简单的事，这组微视
频可谓匠心之作。

历时两个月，每个视频背后都有创
作团队在披星戴月工作，每件作品都经
历了数十次修改。这般良苦用心所打磨
出的作品品质，你一看便知。

自 12月 12 日起，这组微视频由河
南日报“两微一端”首发，之后在省内外
各网络平台展播，每天一期，每期一城。

《《洛阳篇洛阳篇》》视频截图视频截图

2709万次
截至 12 月 13 日 17 时，《出彩之
路》系列述评在全网范围内阅读
量达2709万次

100多家
《出彩之路》系列述评及相关新媒
体产品迅速被包括央广网、中国
文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新浪、
网易、搜狐等在内的 100多家网
站和客户端转发

□本报记者 屈晓妍

今天，河南日报客户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专题节目《晓妍开聊》推出第五期。本期请到的嘉
宾是UU跑腿掌门人乔松涛。

在UU跑腿上，为你跑腿的人被称为“跑男”，
可以提供同城派送、帮买、代排队等服务。如今，
UU跑腿以郑州为中心，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147
个城市，全国注册跑男超过150万，光河南省就有
31万。

乔松涛说，因为UU跑腿的存在，解决了数十
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是他最为骄傲的事情。而也
由于这个团队的存在，使得整个城市的商业更具
活力，人们生活的效率也提高了。

“2015 年，跑腿被质疑为伪需求，基本没人
看好；2016 年，被质疑怎么和百度斗；2017 年，
被质疑怎么和美团等斗。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
被打倒。”乔松涛认为，这是一个会诞生奇迹的时
代，也是一个努力和拼搏终会收获回报的时代。

今年 8月 6日，UU跑腿获得B轮融资 2亿人
民币，这是全国今年同城跑腿行业获得的第一笔
融资，也是河南单笔最高的融资。未来，乔松涛想
要让 UU跑腿覆盖到 300个城市，把“帮忙”这个
事儿做到极致。

打开河南日报客户端，听乔松涛讲述和分享
互联网创业的心得与收获。②25

《晓妍开聊》推出第五期

聊聊“跑男”老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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