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19日，南海舰队航空兵某飞
行团组织“飞豹”对我南海岛礁进行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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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15时40分，
中国新闻网视频频道微博
首发相关报道。此后，央视
新闻、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
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4月22日16时，视
频播放量达到819.7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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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7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怡然

融媒工作室 出品

新闻事件：4月14日，郑州一骑电动车的23
岁女孩，被一混凝土搅拌车卷入车轮下，62岁环卫
工刘满良急忙将女孩拽出，抱着吓坏痛哭的女孩，
用手捂着她的眼睛，不让她看被轧的左脚……他
说：“只想着把人救下来，谁家没有孩子？”

总有一种力量伴我们前行

女孩遇车祸受伤痛哭
环卫老人伸出援手暖人心

新闻事件:4月 17日 10时 20分左右，高铁
洛阳龙门站，一老人突发疾病昏迷。正在执勤
的武警河南省总队洛阳支队的巡逻官兵听到
呼救后迅速赶到，跪地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家属配合做人工呼吸，十几分钟后老人意识恢
复。救护车到达后，老人被送往医院。老人的
妻子说：“我跟我爱人说，是武警战士把你从死
亡线上救回来的！”

老人发病昏迷 武警跪地急救

4月 17日 21时 1分，
河南都市频道官方微博首
发相关报道。此后，新华社
“中国网事”、央视新闻、新
浪河南等多家媒体微博转
发相关报道。截至4月22
日 16时，视频播放量达到
453.6万次。③5

传播数据：

453.6万

舆情暖焦点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2 日电 为推动党中
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便捷高效
回应群众关切，减轻基层负担，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开通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面向社
会征集四个方面问题线索或意见建议：一是党
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不
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索；二是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单位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线
索；三是因政策措施不协调不配套不完善给市
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带来困扰的问题线索；四是
改进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

企业和群众可以登录中国政府网（www.
gov.cn）或下载国务院客户端，进入国务院“互
联网+督查”专栏，也可以关注中国政府网微信
公众号，进入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小程序提供
线索、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国务院办公厅将对
收到的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整理，督
促有关地方、部门处理。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
烈、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线索，国务院办公厅
督查室将直接派员督查。经查证属实、较为典
型的问题，将予以公开曝光、严肃处理。

据国务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部署实施“互联网+督
查”，既是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改进优化督查
方式、减轻基层负担的积极探索，也是深化“开
门搞督查”理念、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建设服务
型政府的重要举措。依
托国务院“互联网+督查”
平台，将有效整合督查力
量和信息资源，逐步实现
督查线索网上实时收集、
云端智能分析、线上分类
处理、线下督查整改，形成
统筹、规范、便捷、高效的常
态化督查新格局。

国务院“互联网+督查”
平台开通

“互联网+督查”
小程序码

（1）首先是展示中国海军近年来部队
建设的巨大成就。70年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海军建设快速发展。在装备
技术领域、国防科技领域，过去我们与世
界先进国家之间有一代半甚至两代的差
距，如今，我们弥补了与先进国家之间的
代差，大型水面舰艇、潜艇、舰载机、雷达
等装备形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成果。这也是中国海军向祖国和人民的
汇报，在振军威、鼓士气的同时，也提升了
全社会的爱国情怀，使全国人民更加关注
海军，支持海军的发展建设。

（2）展示中国海军官兵能打仗、打胜仗
的精神风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部队
的训练水平和官兵风貌取得了长足进步。
近年来，中国海军多次开展不带预案、复杂
电磁环境下的对抗演练，训练水平大幅提
升。在这次活动中，中国海军将在阅兵式
以及后续开展的联合训练中展示出令人振
奋的精神风貌。

（3）展示中国海军维护世界和平的坚
定信念。海上阅兵也是一种军事外交行
动，中国海军将向到访的各国舰艇及世界
各国展示和平的理念。邀请多国海军舰
艇参加庆典，也是海军的传统做法，可以
增进中国海军和其他国家海军之间的交
流、合作和友谊，有助于共同维护世界海
洋的安全和稳定。

——军事专家、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
会主任尹卓

4 月 19日 10时许，新加坡海军“坚强”
号护卫舰缓缓驶入青岛大港码头。

海上阅兵，你想知道的全在这儿

活动时间：4月23日

活动地点：青岛及其附近海空域

阅兵方式：采取舰艇单纵队航行、飞机梯

队跟进的方式执行海上分列式

阅兵亮点：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海上阅兵今日在青岛及其附近

海空域举行，本期焦点网谈就读者关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

专家解读

@源源：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之际，强我

海军，壮我边疆，让我们的领海力量彰显大

国力量！

@最好的傻小俊：让我们面向蓝天，让

我们面对大海，让我们的心脏跳动，让我们

的生命放射光芒！让我们搁浅的过去永远

过去，让我们的舰身乘风破浪！

@大山顶上的古树：建立健全海军文

化，建立健全海军立法、执法、传法等，确保

海军一代又一代地正常轮回循环，长久保持

海军实力，不知其尽。

@我的中国梦激扬文字：海港之歌祝福

我们祖国的人民海军 70 周岁生日快乐，也祝

愿我们祖国的国防事业日益强盛起来，作为

一名中华儿女，对我们祖国取得这么大的成

就感到自豪！

@沙漠奇花：昔怀雄心抒壮志，海空万

里写忠诚。雪雨风霜何所惧？只为万家尽

欢颜。庆祝人民海军 70 周年！壮哉国威军

威！强国强军，中华所愿！血洗耻辱，屹立

东方，民族梦想！

@绵州渔翁：只有海军强大了，万里海

防才安全，人民生活才安宁。为我威武海军

点个赞。②42

（本栏内容综合新华社、人民网、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新华社发）

建军三十周年之际人民海军举行了第一

次海上阅兵

1957年
新中国首次海军大检阅

1995年
黄海联合演习 海上大阅兵

黄海联合演习以及海上阅兵式是中国海

上力量转型的里程碑

2005年
山东半岛海军演习 阅兵分列式

中俄两国海军在演习中举行了盛大的海

上分列式

2009年
海军成立60周年海上检阅

中国海军成立 60周年，我国首次举办多

国海军检阅活动

2018年
南海阅兵

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海上阅兵

48艘战舰76架战机

10000余名官兵接受检阅

辽宁舰航母首次参加海上阅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

2016年 12月 26日，海军辽宁舰航母编
队向西太平洋航渡。

4月22日，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中外海军联合军乐展示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举行。②25 图片来源：人民海军官方微博

下图 2014年 12月12日，执行远海实战化训练任务的海军石家庄舰编队组织编队机动
训练。

中国海军，生日快乐！

人民海军成立 周年

为何选在青岛1

2

（1）青岛有良好的港口条件。适合潜
艇及多艘大型水面舰艇的靠泊。此外，青
岛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海军机
关驻地，方便活动组织安排和海军舰船飞
机的集结。

（2）历史上，青岛与中国海军的成长
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军的多个兵种都在此
诞生起步，走向成熟。1950年初，第一所
海军航校在青岛筹建完成。不久，海军第
一支高射炮兵部队也在青岛成立，并在青
岛团岛组建了海军第一个岸炮团。两年
后开始在青岛修建中国第一个潜艇基
地。1954 年 6月，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
在这里成立。青岛与海军有着深厚的感
情，青岛市民拥军情结浓厚，必将全力拥
护支持海上庆典的举办。

（3）青岛不仅是个美丽的海岛，而且
是个开放的现代化城市。国际舰队到此
集结，岸上的活动也比较容易安排。外军
官兵在参与中国海军庆典的同时，也将领
略到青岛的热情与魅力。

与陆上阅兵有何不同

（1）首先是受阅装备更加全面。受条
件限制，近年来的几次陆上阅兵只展示了
海军水兵方队、岸防导弹、舰载机等部分人
员和装备，绝大多数海军主战装备无法露
面。而在海上阅兵中，海军的潜艇、水面舰
艇、航空兵、岸防、陆战队等五大主力兵种
装备都能得到充分展示，观众可以较为全
面地了解海军成立70年来的建设成就。

（2）受阅形式更具海军特色。除都包
含空中编队外，陆上阅兵的形式是首长乘
车检阅，受阅部队以方队形式通过检阅
台；而海上阅兵则是首长乘舰检阅，受阅
舰队以纵队形式通过检阅舰，其间还可变
换不同队形，以充分展示海军风貌。此
外，吹哨、鸣笛、挂满旗等海军专有的礼仪
将贯穿阅兵全程，使海上阅兵更具浓郁的

“海军风情”。
（3）场地设在海上，在增大了执行难

度的同时，也使海上阅兵的观感更加壮
阔。与陆上相比，海上的气象条件更加复
杂，云、雾以及不断变换的海风、海浪都将
对阅兵产生很大影响；另外，受阅舰相隔
距离较远，也使保持队形更加困难。但军
舰块头大，间隔距离远，观感将更加气势
磅礴。

3 海上阅兵意义何在

2019海上阅兵

10余国近20艘舰艇参加检阅

除中方参阅兵力外，俄罗斯、泰国、

越南、印度等10多个国家的近20艘

舰艇将参加检阅活动

多艘舰艇首次亮相

中国海军新型主战舰机将参加海上

阅兵，参阅包括航母、新型核潜艇、

驱逐舰、战机等，其中有些舰艇首次

亮相

中方受阅舰艇32艘

编为6个群：潜艇群、驱逐舰群、护卫

舰群、登陆舰群、辅助舰群、航空母

舰群

中方受阅战机39架

编为10个梯队：预警机梯队、侦察机

梯队、反潜巡逻机梯队、轰炸机梯

队、歼击机梯队、舰载战斗机梯队、

舰载直升机梯队……

60余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参加，参

与国数量为有史以来最多

1

5次海上阅兵回顾

网友评论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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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青岛市澳门路悬挂上了迎接人民
海军成立70周年纪念日的相关标语。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22日在京举行
的2019中国互联网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互
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
务实求变、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是实现互联网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应积极探索培育新
动能，使原有的消费互联网进一步得到发展。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裴玮在发布会
上介绍，2019中国互联网大会将于今年 7月 9
日至1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将分重磅
精品、行业热点、网络治理和国际视野四大板
块，重点突出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成就、创
新成果、未来产业发展新模式。

裴玮说，大会将围绕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创
新推动实体经济融合、互联网创造美好生活、
网络治理、行业发展新旧模式与挑战等一系列
行业焦点，围绕5G、IPv6、人工智能、金融科技、
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安全与治理、知识产权保
护、打击防范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与数据保护、
互联网站发展等行业热点举办 20余场特色主
题论坛和展览，搭建行业交流与合作平台。

2019中国互联网大会
聚焦培育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