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郭兵

天气渐热，不少人喜欢约上三五好友出去撸串吃小龙
虾。麻辣小龙虾上火，冰醉小龙虾成烧烤摊上的“明星单
品”。而用白酒泡过的冰醉小龙虾吃完后会不会涉嫌酒
驾？此外，啤酒鸭、菠萝啤、豆腐乳等夜宵“搭档”是否也在
酒驾的危险食品名单上？

4月 24日下午，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带着醉虾和
啤酒鸭等食物来到郑州市交警一大队，边吃边接受呼出气
体酒精含量检测仪（以下简称检测仪）测试。

经测试，食用15只醉虾后，记者体内酒精含量已经达到
19mg/100ml，此数值为饮酒驾驶的临界值（体内酒精含量大
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为饮酒驾驶）。

经过测评，记者发现不管是用白酒泡过的小龙虾，还是
以酒为配料的豆腐乳，其酒精含量都不是特别高。吃完这
些食物 10分钟后，体内酒精含量值几乎
就检测不出来了。所以，想把酒驾的

“锅”甩给小龙虾和啤酒鸭的司机朋友，
可以换个理由了。

郑州市交警一大队民警马帅提醒广
大驾驶员，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
果吃完以酒精为配料的食物，被交警查
出酒驾，可以要求抽血复检。②42

河南仕佳光子常务副总裁吴远大
对记者透露，仕佳光子5G基站用前传
循环型 AWG 芯片及模块，已通过送
样验证，进入小批量试产阶段；5G基
站用DFB激光器芯片及器件，芯片处
于研发阶段，器件处于送样阶段；5G
基站拉远光缆，已经过华为认证，具备
大批量生产能力。

同时，除了本土布局，河南已有企
业在推动5G技术“出海”。例如，中航

光电参与了韩国三大运营商的 5G商
用计划，并在韩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和
试验室，为韩方客户5G项目提供了整
套光、电连接解决方案。③6

新闻事件：周口的吴楠楠和吴适可家境贫寒，从小和外
婆一起生活。她们将捡废品时捡来的 100多册书整理好，
在家开起“图书馆”，周围的孩子都会来看。吴楠楠说，知识
改变命运，希望能通过学习改变家庭面貌。

农家娃“捡”出图书馆 知识改变命运

4月 9日 20时 32分，大河报微
博首发相关报道。此后，新华社、人民
日报官方微信、中国之声微博等多家
媒体转发相关报道。截至4月 24日
16时，视频播放量达93.1万次。

传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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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吗？能不能借500？”许

昌一男子突然收到微信好友发

来的借钱信息，还用语音说了声

“是我”，听到是好友本人，该男子

马上把钱转了过去。然而，该男

子向对方再次核实时，朋友却直

呼没有借钱，是自己的微信号被

盗了。

近期，全国已发生多起类

似的微信语音诈骗案件。记者

调查发现，这些案件背后都有

山寨微信的“身影”。一些不法

软件开发者开发的山寨微信具

有多种正版微信没有的功能，

包括转发语音、红包秒抢、防止

撤回、修改微信定位、一键克隆

朋友圈等。

4月 22日 13时 37分，梨视频微
博首发相关报道。此后，澎湃新闻、
新浪河南、钱江晚报等多家媒体微博
转发相关报道。截至 4 月 24 日 16
时，相关视频播放量达172.1万次。

传播数据：

172.1万

融媒工作室 出品

焦点网谈│102019年4月25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刘志强 金京艺 美编 单莉伟jdwt@henandaily.cn

舆情暖焦点

微信方面表示，山寨微信实际上是一种恶意外
挂，功能虽然很多，但容易被“有心人”利用。同时，
安装者本人也会因软件预留的“后门”及木马而受
到信息泄露、账号被盗等威胁，具有极大安全风险。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公职律师杨欣认为，目前
来看山寨微信软件的来源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山
寨机预装，一个是消费者主动在网上购买山寨软
件。对于第一种，监管部门可采取技术手段加大对
山寨机的监管，减少消费者被动使用山寨软件的机
会，工商行政部门也应当加大对销售山寨机商家的
查处。对于第二种消费者主动购买行为，则需要销
售平台配合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

微信官方提醒，消费者要警惕手机里微信的
异常情况，发现“李鬼”软件要及时投诉举报，搜
索微信小程序“腾讯举报受理中心”投诉即可。
同时，对于主动购买软件的消费者来说，要警惕
个人信息泄露、被非法利用造成的法律风险。

（据新华社福州4月24日电）

利用语音诈骗 不少人已中招

山寨微信留“后门”危害大 爱，让这个春天更绚丽

新闻事件：4月21日，郑州一名6岁男孩和父母乘坐公交，
下车时不小心将价值8万元的耳蜗弄丢，一位小男孩在座位
下捡到后大喊，仍没能叫住失主，最后选择交给车长。最后，
失主来到公交公司调度室，得知耳蜗找到后感动得大哭。

好心人相助 六岁男孩耳蜗失而复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怡然

新闻事件：4月 18日，杞县泥沟乡一名 63岁的留守老
人独自外出时，不慎坠入13米深的水井。消防救援中队第
一时间到达现场，消防队员周密谋划并与老人沟通、安慰
他，不久老人被安全救出。

留守老人不慎坠井
消防员下13米深井救人

4月 19日 11时 43分，豫直播首
发相关报道。此后，中国经济网、大
河报、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
微博转发相关报道。截至4月 24日
16时，视频播放量达67万次。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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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加速到来
远程会诊、自动驾驶正加速落地河南

□本报记者 辛莉
本报通讯员 张晓娟

一年之计在于春，人间最美四月
天。在鲜花盛开春意盎然的四月，郑
州将迎来备受行业瞩目的 2019第 23
届郑州国际糖酒会。

以“平台时代，郑州价值”为主
题，将于 4月 26日-28日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的郑州春季国际糖酒
会，规划展览面积 5万平方米，设有酒
类展区、国际葡萄酒展区、休闲食品
展区、综合食品展区、高端饮料展区、
食品包装机械及加工设备展区等六

个主题展区。据统计，本届糖酒会汇
集了国内外参展企业 1500 多家，超
过 1000 个新品将在展会上精彩亮
相。

好平台自带吸引力

被业界誉为全国两大糖酒会之
一的郑州国际糖酒会，向来不乏有实
力的企业和品牌。本届展会上，“贵
州遵义产区名优白酒神州行”将携手
30多家名优酱酒企业，在遵义市政府
和遵义市酒业协会的带领下，再次全
力出击中原市场；同时，五粮液、西凤
酒、金沙窖酒、汾阳王、金六福、椰岛

海王、中粮名庄荟、刘伶醉、金酱、关
东老窖、国威酒、珠江啤酒等国内知
名酒企也将盛装亮相本届糖酒会。
在豫酒振兴的大势下，河南仰韶、宋
河、杜康、宝丰、贾湖、皇沟、张弓、金
星等豫酒企业均携其最新产品及核
心产品向省内外客商展示豫酒品质
和实力。此外，盼盼、米老头、汇源果
汁、福森源、维维、秋果、嘎嘎、嗨吃
家、立丰机械、星火包装、万达环保、
永创包装、星达机器人、心义自动化
等食品、饮料企业和食品包装及加工
机械企业也将同台展示，绽放芳华。
而来自法国、西班牙、智利、意大利、

澳大利亚等十六个国家的众多优质
进口葡萄酒、啤酒、烈酒等将为喜欢
葡萄酒的朋友们带来味蕾上的惊艳
和快感。

精准对接厂商需求

四五月份，不仅是食品行业厂家
发布新品、扩张市场份额的黄金节点，
也是经销商迎接消费旺季，选品铺货
的大好时机。而郑州春季糖酒会在大
力促成贸易交流、深度对接厂商需求
方面的优质服务，正是广大企业和经
销商把参加展会列为年度重要活动的
关键因素。

据郑州国际糖酒会组委会透露，
本届展会专业观众预登记报名已超过
4.8 万人，创历届之最，预计开幕前预
登记观众将达 6万人以上。郑州糖酒
会全国各地联络站已确定的经销商采
购团106个。

听说盼盼食品将在本届糖酒会上
推出新产品，一位洛阳的经销商表示，
要早点到场，希望能抢先拿下代理权。

精彩活动不容错过

近年来，郑州国际糖酒会在实现
扩规模、强平台、提品质的同时，高度
重视展期优质活动的打造和培育，通

过不断丰富展会内容，为展会发展注
入动力。

展会期间，第 23届郑州国际糖酒
会精品葡萄酒大赛、2019第二届中国
糖酒食品·名家讲坛、第 23届郑州国
际糖酒会评优表彰大会、瑞城国际葡
萄酒大讲堂、中国酒业连锁发展高峰
论坛暨 2018 河南酒业金象奖颁奖典
礼等活动将轮番登场。众多知名企业
家、专家学者、智业机构、行业精英将
在展会期间奉献一场场智慧盛宴，为
行业发展解难题、剖趋势、探未来、谋
发展，让广大参展、参会客商不虚此
行。

第 23 届郑州国际糖酒会明日开幕

大河客户端主播实测

吃15只醉虾测出“酒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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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微信时总弹出广告，不小心就
点到不知名网站？微信官方客服表示，
官方微信不会弹出广告。近期，已接到
不少类似反馈，经核实，这些广告并非
微信官方推送，而是由于加密网络传输
协议被人破解导致。简单来说，就是被
安装了山寨微信。

浙江省警方曾破获一起在“老人机”
（操作简便、字体较大、功能简单，便于老
人使用的手机）上预装假微信软件的案
件。一家名叫鹈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两个合伙人和 20多名工程师未经授权
开发功能机微信软件，并将其植入“老人
机”。该软件让超过1500万台“老人机”
成为“肉鸡”，除了接收弹出式广告，账号
还容易被盗取。该团队通过“后门”远程
监控“老人机”状态，如果发现某账号久

未使用就会将账号密码窃
取，再将账号进行售卖。

目前，因这些“李鬼”软件而
造成经济损失的案件已在全国多
地“上演”。去年 3月，腾讯安全联合团
队配合浙江、湖南警方成功打掉国内首
个集微信恶意注册、群控外挂、赌博于
一身的黑产团伙，抓获了公司负责人、
技术、运营者在内的 52名犯罪嫌疑人，
冻结资金8000多万元。

上海市闵行区去年6月份对某科技
公司提起了公诉，原因是其制作了一批
预装山寨微信手机，并以“微商手机”进
行销售。微商通过该手机可以使用一台
手机同时登录多个微信号，通过修改全
球定位，伪装海淘假象等多种手段诱骗
消费者购买产品。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手机预装，目
前网上还有一批兜售山寨微信及相关
外挂的商家，通过层层分销代理的形
式，与利益链顶端的软件开发者构成了
一条灰色产业链，将山寨微信散布到网
络各个角落。

记者在某网购平台发现一些销售
山寨微信的店铺，软件叫价从几十元到
上百元不等，不少商家都显示月销量上
千。记者选择一家网店进行咨询，卖家
提出要添加微信才能进一步沟通。

该卖家称，购买软件的大多是微
商，他们都有引流的需要，软件可以帮
助他们制作 5个分身同时登录，批量添
加附近的人为好友，一键集赞等。目前
该软件已经衍生到第二代，除了功能迭

代之外更能保证稳定不被封号。
记者拿一款山寨微信软件进行测

试，登录后发现山寨微信的好友数据和
原来的一模一样，界面与正版微信几乎
没有区别，只是左下角多了一个功能
键，里面包含着“自动抢红包、一键转发
朋友圈、自动打招呼”等 13项正版微信
没有的功能。

记者测试语音转发功能，录制“对，
是我”等语音后转发给朋友，朋友听到
语音后，马上信任了这是记者本人。如
果有木马程序冒名操作，将会带来财产
损失。而“一键转发朋友圈”的功能，可
以克隆目标好友发布的朋友圈，为生成
微信假号偷梁换柱，假冒他人进行诈骗
打开了方便之门。

总是弹出广告
你手机里的微信可能是假的

记者调查：网售山寨微信已形成灰色产业链

作为5G的主要建设者，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正在加快对
河南5G网络的布局。

2018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先后在
郑州启动 5G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扩大全
省 5G试验网覆盖范围。截至目前，河南
18个省辖市均已开通移动、联通 5G试验
站。目前郑州市 5G网络覆盖最多，中国
联通5G重点实验室也已落户河南。

根据规划，我国5G于 2019年进行预
商用，2020年正式商用。河南移动董事长
杨剑宇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透露，河南移
动将按照“郑州主发、全省联动、应用引领”
的思路，9月底前实现郑州市区全覆盖。下
半年，在河南实现预商用，明年全面商用。

5G时代来临，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
的生活？已落地多项成果的“5G+医疗”
或许能给出答案。

4月 9日，河南首个5G智慧医院落户
洛阳市中心医院。通过借力 5G，该院可
以实现分级诊疗、远程医疗、互联网医院
等多种场景应用。

截至目前，国内首个 5G医疗实验网
已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成，河南省
首个5G示范病区也在该院投入使用。国
家发改委郑州5G医疗示范项目三大应用
场景（院内、院外、院间）网络建设已具雏
形，实现了东区智慧岛、郑大一附院郑东
院区、河医院区连片覆盖，这也是我国医
疗领域首个连片覆盖的5G医疗实验网。

当汽车搭载上超低时延的 5G技
术，自动驾驶也成为可能。

4月 4日上午，宇通智联无人驾驶
巴士在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金融岛试
跑。该巴士已具备智能交互、自主巡
航、换道、避障、超车、会车、跟车、进站
以及紧急制动、精确停靠、路口通行、
车路协同等功能，具备了半开放道路
的运营能力。

宇通客车相关技术负责人告诉记
者，得益于 5G技术的应用，自动驾驶
才能真正实现。而 5G在自动驾驶中
最大的应用就是车路协同与路端设
备。

记者还了解到，未来自动驾驶的
汽车之间也可以互相交流，即将车组
成一个社区，而其交流的方式之一就
是通过5G。

有了 5G，旅游也将插上智慧的翅
膀。

2月22日，焦作云台山景区正式迈
入5G时代，游客通过4G手机连接5G
网络转换的Wi-Fi信号，便可享受网上
购票、导游导览等各项网络服务。对于
景区来说，5G可以更好地实现网络覆
盖，保证客流高峰时段的信号传输。

在具体应用中，利用5G的高速传

输能力，景区可提供VR、AR园区导览
等服务，实现游客自动问答、旅游推荐
等功能。

事实上，早在 2018年 12月，中国
联通文化旅游 5G创新应用示范基地
就已在林州市红旗渠揭牌，通过航拍制
作大量现场场景及画面，利用5G、VR
和AR等技术，让游客更加直观地体验
当年修建红旗渠时的壮观景象。

山寨微信是违法恶意外挂
需多方合力避免蔓延

4月 23日，中国联通董事

长王晓初在 5G创新峰会上表

示，中国联通将在国内7个

城市正式开通 5G试验

网。5G时代正加速

到来，5G 将如何

与生活融合，

成为社会

关注的

焦点。

1 三大运营商布局河南

2 远程医疗变为现实

3

4

自动驾驶正加速落地

5G+旅游，打造智慧景区

河南企业推动5G技术“出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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