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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是由京东的店庆日演变而来

的促销节，与年底的“双 11”遥相呼应，

已经成为中国电商行业每年最为盛大的

两个“节日”。

京 东 网 上 商 城 于 2011 年 6 月 18 日

正式上线，借店庆之由，京东在当天举行

了一次声势浩大、全国性的促销活动，赢

得了众多网友的青睐。此后，为了延续

网友的购物激情，京东把每年的 6 月 18

日店庆日定为“购物狂欢节”来刺激营业

额和销售额。

此后，天猫、苏宁易购、亚马逊等各

大电商平台为了参与竞争、增加销售，纷

纷加入“6·18”电商大促，于是，“6·18”与

“双 11”一样，成了电商行业一年一度的全

民网购狂欢节。②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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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王雨辰 吕卓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近日，
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简称“国网河南电科院”）传来好消息，5
月底，在北京举行的2019中央企业新型
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技术大赛总决赛
中，以该院设备状态评价中心员工杨文
为代表的国家电网一队，从40支央企队
伍中脱颖而出，荣获团队第一名，实力诠
释了央企网络安全人的工匠精神。

据了解，本次大赛旨在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央企业加强
网络安全工作。大赛分为预选赛、个
人决赛和团队决赛，共计 46家中央企
业及中管金融企业的百支代表队、400
多位参赛选手共同进行网络安全技能
比拼。在总决赛现场，互联网场景赛
中，杨文沉着冷静、稳定发挥，在比赛
最后一刻力挽狂澜，独立突破两道防
护，成功获取靶机核心信息，反超对手
实现巨大逆转；在工业互联网场景赛
中，一鼓作气拔得头筹，最终获得团队
第一名的好成绩，展现了国网人的安
全技术攻坚水平。

国网河南电科院取得这一可喜成

绩，不是偶然，而是得益于其多年来在
信息安全技术方面的不懈努力。早在
2007年，国网河南电科院就开始建立
信 息 安 全 实 验 室 ，并 先 后 通 过
ISO9001质量、ISO14001环境、OH-
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体系
认证，取得了软件测试、信息安全技术
评估领域的 CNAS、CMA 资质，成为
国家电网省级公司中唯一的国家软件
测评联盟成员单位，2012年被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命名为“河南省电力公
司信息安全实验室”。

一直以来，国网河南电科院全面
支撑国网河南电力信息安全技术督查
工作，每年针对全省范围内 100余个
应用系统、4000余台服务器、1万余台
网络设备、5万余台办公终端，进行全
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年均完成各类设
备扫描 20余万台次，下发安全隐患整
改单 300余份，有效保障了国网河南
电力的网络安全。

2017年，国网河南电科院紧跟时
代步伐，开始重点开展电力工控信息

安全漏洞挖掘及隐患发现、电力工控
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研究、信息系统安
全测试等重要工作。同时，整合信息
安全实验室已有的实验资源，建成了
以实物为主、仿真为辅，涵盖发电、变
电、配电、用电、光伏发电及无线通信

与新技术的全业务环境典型控制系
统，建成了国内首个涵盖智能电网全
业务环节的控制系统仿真环境，通过
电网故障仿真平台将各环节连接成为
有机整体，为信息安全研究人员提供
了真实的网络空间对抗环境。另外，

随着无线及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电网控制系统物理边界日趋开放，电
力工控信息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信息
安全实验室建成了国标最高级别的电
磁屏蔽室，以及电力无线安全仿真实
验床，为开展“泛在电力物联网”信息
安全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为促进网络安全人才梯队建设、
有力提升网络安全风险应对能力，国
网河南电科院每年都会依托信息安全
实验室举办多次网络安全培训和竞
赛，至今，共培养省公司级红队队员17
名，国网公司级红队队员 7名，在国网
系统内名列前茅。通过实战练兵，信
息安全实验室成员先后荣获工信部

“护网杯”网络安全防护赛暨首届工业
互联网安全大赛二等奖、“中央企业网
络安全攻防大赛”团队第一名、“中央
企业网络安全技能大赛”个人第三名、

“全国电力行业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团
体二等奖等优异成绩。信息安全实验
室连续两年荣获国家电网公司网络安
全“流动红旗”。多名成员分别获得

“国家电网公司技术能手”“国网公司
优秀红队队员”“河南省电力公司劳动
模范”等荣誉称号，并受邀在国内知名
论坛上做专题演讲。信息安全实验室
成员还多次参与“党的十九大”“G20
峰会”“达沃斯论坛”等多项重要活动
现场电力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并获得
国家电网公司多次表彰。

经过多年耕耘，信息安全实验室在
国网系统和社会上取得了广泛认可。
2016年挂牌成为国家电网公司“信息
网络安全重点实验室——配电安全分
中心”；2017年获批省政府“河南省电
力工控信息安全创新型科技团队”；
2017年与中科院郑建华院士团队共同
成立“河南省电力工业控制系统安全院
士工作站”，并与院士团队开展多项项
目合作，为“泛在电力物联网”信息安全
研究提供了技术和工具的支撑。

“网络安全，央企先行”，网络空间的
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在当前日
益严峻的网络安全新形势下，国网河南
电科院将秉持“稳扎稳打、创新超越”的
理念，依托信息安全实验室和“院士工作
站”，持续性开展电力工控信息安全研究
及网络安全攻防演练，进一步提升人员
实战能力，加快中央企业网络安全人才
队伍建设，迎接“泛在电力物联网”和工
业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安全新挑战。

国网河南电科院央企竞赛拿第一

创新超越迎网络安全新挑战

国网河南电科院信息安全实验室成员

C2M—— 从 消 费 者 到
制造企业。这种商业模式在
服装行业比较流行，但如果是
消费者提出意见和建议，电器生产
商采用并出品呢？这次“6·18”期间，京
东有几样商品卖爆了！

“6·18”期间，京东与戴尔合作反向
定制的灵越7000设计师笔记本电脑当
日销量已达到5月份日均销量的5倍以
上，一跃成为京东“6·18”电脑爆款。6
月 1日当天，京东独家反向定制的惠普
暗影游戏本系列+战 66轻薄本系列，成
交额占惠普品牌成交额的90%。

而在智能网络品类，京东反向定
制产品 360路由器V4销量环比 5月增
长 24 倍，该款产品带动了 360 全线路

由器产品成交额同比提升 4
倍以上。

此外，在服务领域，“6·18”
期间全国有近 200 座城市的超过

5000 家线下健康医疗店与京东合作，
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消费健康服务。
体检、基因检测、齿科、医美、孕产服
务等健康服务产品表现出强劲势头，
尤其是受年轻人追捧的基因检测类商
品，今年“6·18”首日成交额同比增长
了 49倍。京东互联网医院的问诊量，
内科同比增长 120 倍，眼科同比增长
60 倍，皮肤科同比增长 34 倍。而随
着消费者对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6
月 1日—17日期间，京东平台家用血糖
仪成交额同比增长超70%。③4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帅
张红梅 陈冠男

“阿姨，你不能给他钱，他是故意往你
的车上撞的，我们给你作证！”6月 14日下
午，在郑州市农科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处，
出租车司机王林营突然遇到两人骑电动
车碰瓷，正当她为不阻碍交通慌乱无主
地掏钱了事时，一群目睹经过的小学生
踊跃出来作证，惊得两名碰瓷人先后逃
离现场。

据王林营说，她是郑州通美公司爱心出
租车队的一名司机。6月14日下午2时30
分，她驾驶出租车行驶到农科路与政七街交
叉口处，在等红灯时，突然感觉车的右后方
被撞了一下，便急忙下车查看，发现有一辆
电动车斜着倒在她的出租车右后方，电动车
上的一男一女也摔倒在地，她赶忙上前将摔

倒在地的一男一女搀扶起来，又将电动车扶
起。结果，对方却向她索要1000元的赔偿。

“当时，因为我是左转车道的第一辆
车，后边还有几辆车，再加上第一次遇到
这种事心里有些慌乱，为了不影响交通，就
想着给钱了事！”王林营说。正在她准备掏
钱赔偿时，路口21名小学生站出来为她作
证，称“他是在碰瓷”。

王林营说，她很感动，小学生们出来给
她作证，让她明白了这不是她的过错。其
间，当她向目睹事发经过的小学生了解情况
时，两名碰瓷人先后逃离现场。“那两个碰瓷
的人跑了之后，有七八个给我作证的小学生
还给我写了张证明，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很感谢这些勇敢的孩子。”

说着，王林营从包里拿出来一张纸，
上边有 8个孩子的班级和签名，他们分别
是来自郑州农科路小学四年级六班和五

年级三班的小学生。其中，还有一个小学
生写着“我看到电动车自己撞到出租车
上，出租车没动”。“当时出来作证的学生
很多，有很多小学生赶着上学，没有签
名。”王林营说。

17日，王林营和公司领导为孩子们送
去锦旗，为孩子们点赞。

●2013年 12月 28日 1号线
一期开通时支持现金购票

●2016年 6月 15日首次实
现互联网购票

●2017年 1月 24日首次开
通“云闸机”通道

●2019年 2月 14日全线网
支持郑州地铁·商易行APP
扫码过闸

□本报记者 宋敏

5 月 20 日郑州市轨道交通 5 号线面向社
会初期运营，如今已满一个月。同时，自 2013
年 12 月 28 日郑州地铁 1 号线开通运营，到
2019 年 6 月 18 日，郑州地铁安全运营 2000
天，累计运送乘客 9.8 亿人次，日均客运量
119.01 万人次，安全开行列次 1085117 列，运
营 里 程 133.989 万 列 公 里 ，列 车 正 点 率
99.90%、兑现率 99.98%，均优于国家标准。地
铁线网客运有何亮点？进站量最多的车站是
哪些？记者梳理了有关数据，看地铁如何逐步
改变市民生活。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丁洋涛

“6·18”年中大促是消费者、品牌商和电商平
台共同的狂欢，今年各大主流电商均把分期作为
核心业务进行布局。在诸如京东、苏宁、阿里天猫
等电商平台上，使用分期消费，打白条“剁手”已经
成消费者的常规操作。

记者从京东数科旗下京东金融了解到，在6月
18 日第一个小时，京东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达
266%，支付笔数峰值也达到去年的 325%，同步创
造历史的，还有 24秒交易额破亿的京东白条。据
悉，京东白条整个“6·18”期间提供的优惠达 5亿
元，预计为用户节省本金2亿元，息费超3亿元。

因京东白条的普及，还催生了新名词——“抱
怨式炫耀”，即“6·18”期间，有千万名生活在一二
线城市的用户，用打白条的方式，给五六线城市的
父母购买家电用品，这些父母在收到产品后，少不
了会跟邻居抱怨自己的孩子乱花钱，但言外之意
却是对子女关怀的感动和一种“炫耀”。

在苏宁方面，今年“6·18”期间，苏宁金融累计
为 2000万用户提供分期消费金融服务，其中 83%
的任性付会员享受到免息服务。而在年轻人群体
中颇具市场的分期电商平台，乐信旗下分期乐商
城下单额（截至18日 16时）比平日增长了4倍。和
去年“6·18”相比，下单额增长60%，参与人数则增
长了90%。③6

●京东平台累计下单金额达2015亿元

●天猫上百个国内外品牌成交额超去年“双11”

最高增长超40倍，110多家品牌成交额过亿

数据新闻

郑州地铁安全运营
2000天
累计运送乘客9.8亿人次

谁在“6·18”买买买？小镇青年！

我省两市消费增速跻身全国前十

舆情暖焦点

的姐被碰瓷 21名小学生挺身作证
@竹西卷雨：高素质的一代在成长，真棒！像这种

正能量就应该多报道、多传递，让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少一

点，再少一点。

@正能量满满一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有正义

感，则国家才有正义感！厉害了，我的小勇士们，满满

的正能量，看了真的感动！都是好孩子，祖国的未来需

要你们这样正能量的人。

@顽皮的秋叶：小朋友们真的很棒！正直和勇敢

是可贵的品质，这才是小学生该有的样子，这才是国家

的希望。

@之一羊：这才是真正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素

质教育的同步，善良是不会被亏待的。②42

网友评论

6月 17日，大河
客户端首发相关报
道，此后，人民日报、
央视新闻、凤凰网等
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
关报道。截至6月19
日20时，视频播放量
达822万次。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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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6·18”成了一个几乎要比肩“双
11”的大型电商消费节日。京东、天猫
在 6月 19日凌晨双双发布了各自的销
售数据。销售总额估计大家都不感兴
趣，但分项数据还真的“看起来挺美”。

关于消费升级，京东今年搞起了
“反向定制”，定制的是笔记本电脑；关
于品牌下沉，iPhone、跑步机、电动牙刷
开始在三线以下城市爆红，天猫聚划算
成交额中，三至五线城市购买用户和购

买金额同比增长双双超过了 100%；消
费结构变化更是明显，京东生活服务事
业群业务覆盖医疗健康、汽车、房产、旅
行、投资鉴宝、本地生活等多个领域，为
消费者提供包含实物品类和虚拟服务、
从线上到线下的优质生活服务……

总体来看，城市消费力的比拼呈现
出一二线成交总额优异、三线及以下成
交额增速更快的趋势。其中成交额增
速最快的城市前十位，几乎全是三线及
以下城市，我省的商丘、驻马店两城市
冲进前十，分别位于全国第八、第九位。

对于电商平台和品牌商
家而言，打开下沉市场最大
的困难也许并不是渠道的隔
阂，而是山寨劣质商品的长期存
在。对价格很敏感的“小镇青年”，对品
质更好的品牌商品需求大吗？

今年天猫“6·18”，人们找到了肯定
的答案。

被视为消费升级代表的苹果手
机，只用了 2 分 45 秒就率先进入天猫

“6·18”“亿元俱乐部”。爆发增长的背
后，是来自下沉市场的巨大消费动力。
天猫“6·18”期间，苹果品牌三至六线城
市的成交同比增长达 170%，比一二线

城市高出近一倍。在聚划
算，iPhoneXR一分钟成交就

突破5000万元。
跑步机品牌亿健推出了千元

跑步机“亿健 note”，上线天猫“6·18”
后异常火爆，购买这款跑步机的消费
者，七成来自三至六线城市。风靡于北
上广深的健身热潮，也因为聚划算吹到
了中西部小镇。

来自下沉市场的强劲购买力显示，
“小镇青年”也有品质购物需求。天猫
“6·18”期间，聚划算来自三至五线城市
的购买用户和购买金额同比增长双双
超过了100%。

“打白条”购物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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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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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客户端后续报道

郑州地铁安全运营2000天

●郑州地铁安全开行列次1085117列

●累计运送乘客9.8亿人次

●运营里程从26.2万列公里延伸到
133.989万列公里

●日均客运量从开通当日的14.58万人次
提升到如今的119.01万人次

●客运量增长率716.26%

●列车正点率99.90% 兑现率99.98%

●28次压缩和优化线网
行车间隔

●线网最小行车间隔压缩至
2分50秒

●目前全国地铁行车间隔突破3分钟大关的
仅有12个城市

车站累计进站量排名

郑州火车站

二七广场站

郑州东站

线网最高日客运量

158.82万人次

（2019年6月6日）

智慧地铁

制图/单莉伟
融媒工作室 出品

小百科

截至18日晚6点

苏宁全渠道订单量同比增长

133%

19日0点前

拼多多平台订单数已超

11亿笔

“6·18”购物节盘点

制图/单莉伟

消费升级
呈现多个看点

数据来源：郑州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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