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段伟朵

7月 31日晚，郑州如意湖畔，灯火璀璨处，
大河报创刊 24周年特别活动——大河报·天猫
精灵音频新闻上线仪式正在进行。

当“纸媒”遇上“AI”，24岁的大河报携手天
猫精灵，开启音频新闻领域新的探索。

31日晚，在现场嘉宾、大河报小记者的共同
呼唤下，超过100分贝的热情成功“唤醒”天猫精
灵，大河报·天猫精灵音频新闻正式上线。

即日起，每天中午 12点前，一句“天猫精灵
早上好”唤醒天猫精灵，即可收听“大河早点”音
频，让你利用刷牙、洗脸的碎片时间，获得一天
新闻要点。活动现场，“大河早点”音频活力主
播团也揭开“神秘面纱”，主播团共 5位成员，他
们有同一个标签，那就是大河报记者。

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产品和运营总经

理杜海涛介绍，天猫精灵是阿里巴巴于2017年
发布的AI智能产品品牌，它能够听懂中文普通
话语音指令，可实现智能家居控制、语音购物、
音频音乐播放等功能。目前在中国市场拥有
1700万家庭的用户群。

据介绍，除了音乐、视频，天猫精灵目前致
力于“语音头条”，让大家可以用音频的形式速
读新闻。目前天猫精灵已先后在广州、深圳、杭
州、成都等城市上线，每天大约有600万人在晨
间通过“天猫精灵”来收听本地新闻。未来，大
河报与天猫精灵将在语音新闻内容生产、天猫精
灵河南市场拓展与用户黏性互动、河南特色定制
版天猫精灵开发等多个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大河早点”登陆天猫精灵AI智能音箱，实
现大河新闻从“手中”“眼前”到“耳边”的全新变
革。未来，大河报将携手天猫精灵，共同探索这
个蓝海市场的诸多可能性。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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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岁护林员守山49年

新闻事件：济源67岁的王
法团，是太行山腹地原始森林
的一位护林员。他 18岁从事
林业工作，退休后被返聘继续
护林，前后护林49年。为保护
野生猕猴，他还义务做起猕猴
的半人工饲养驯化工作。

7月 26日 9时 15分，人
民网首发相关报道，中国之
声、扬子晚报等多家媒体微
博转发相关报道。截至 7月
31 日 18 时，视频播放量达
346万次。

传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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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暖焦点

7月 19日 7时 30分，中
国新闻网首发相关报道，一手
Video、扬子晚报等多家媒体
微博转发相关报道。截至7月
31 日 18 时，视频播放量达
883万次。③9

传播数据：

883万

增肥救父男孩陪父赴京治疗

新闻事件：辉县市的路炎衡患白血病需造血
干细胞移植。经配型，只有11岁独生子路子宽最
合适。医生表示，要进行配型，路子宽体重最少
得90斤。只有60斤的路子宽便狂吃增肥，三个
月已经长了三十多斤，身体终于达到了手术条件。
近日路子宽陪同父亲启程前往北京进行治疗。

融媒工作室 出品

用爱守候 用心前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原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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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网谈

□本报记者 陈晨

又是一年“八一”建军节，河南日报客
户端“我和我的祖国·时光卡片”推出“八
一”特别节目，6位河南籍官兵讲述了他们
军旅生涯最难忘的时刻。

此次特别节目，由河南日报客户端联
合中原国防融媒体共同制作。下海岛，赴
边疆，深入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
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和武警部队等，
历时近 4个月的拍摄和后期剪辑，节目终
于赶在“八一”前夕正式推出。

作为从郑州走出去的中国首位飞天的
女航天员，在美丽神奇的浩瀚太空，刘洋曾
经飞行了长达13天的时间。7年过去，她最
难忘的，依然是第一次回望地球的那一眼。

迈着正步，举着国旗，让五星红旗伴
着嘹亮的国歌与太阳共同升起。国旗护
卫队的杜林用满腔热血与忠诚护卫着国
旗，用青春守卫国旗下的誓言。

从飞行员到教官，海军航空兵某团副
团长时晨光将个人飞向蓝天的梦想，转变
成培养优秀飞行员的骄傲。一架飞机保
卫一片蓝天，一缕晨光照耀着万千战鹰。

从一名优秀大学毕业生到一名出色
的武警特战队员，在征兵志愿书上写下自
己名字的那一刻，杨洋选择将书生意气在
军旅生活中磨砺成铁血丹心。

成长于绿色军营，奋斗在医疗一线。
地震废墟上，解放军第 988医院的张红娟
托起生命的希望，一方手术台，就是她救
死扶伤的战场。

时间加倍，努力加倍，一次次的刻苦
训练锻造了尖兵品格。武警战士葛俊伟
有血性、敢担当，急险任务面前从不退缩。

本次节目中的几位讲述者，只是万千
优秀河南兵的代表。在新时代强军兴军
威武兵阵里，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征
程中，冲锋着河南兵的奋进身影。他们每
个人，都有自己最难忘的军旅时刻；他们
每个人，都有一个永恒的目标，用血肉之
躯共同铸就共和国的钢铁长城。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轶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今年 4月初至 6月底，大河报推出

“掀开历史新篇章”特别策划系列报道，
用一张张真实的老照片，追叙河南中心
城市重获新生的历程。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大河
报 特 别 策 划《看 咱 河 南 是 这 样 解 放
的！》创意 H5，用真实的互动和配乐还
原解放战争时期的画面，了解河南 18
个省辖市解放的过程，感受解放军浴
血奋战的勇气。让我们通过 H5 一起
致敬“最可爱的人”，献礼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2周年。③9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非常感谢陈妈妈这些年来对我的关心和
照顾，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努力报答陈妈妈。”7
月 31日，在博爱县特殊教育学校，一名儿童拉
着前来探望他们的陈宝霞的手，笑容灿烂。陈
宝霞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脸说：“陈妈妈不需要
报答，你们快乐成长就是陈妈妈最高兴的事。”

陈妈妈，一个既亲切又暖心的称呼，是受助
孩子们对陈宝霞的感恩。陈宝霞是博爱县的一
名普通税务干部，在中央文明办发布的6月“中
国好人榜”上，她榜上有名。

从2013年开始，陈宝霞带领志愿者每年两
次对博爱县特殊学校的孩子进行帮扶，截至目
前，累计为孩子们捐款捐物2万余元。

还有6名孤儿也心心念念他们的“陈妈妈”。
事情追溯到2010年，陈宝霞随单位到博爱

县寨豁乡司窑村开展帮扶工作，无意中了解到
这样一个贫困家庭：男孩在出生前父亲遭遇车
祸去世，母亲精神失常，后来下落不明，孩子爷
爷早年去世，他和身有残疾的奶奶跟随出嫁的
姑姑生活。后来，孩子的姑父也因车祸身亡，让
这个家庭再度陷入困境。

得知这些情况后，陈宝霞下定决心，只要这
个孩子好好上学，他上学到哪里，她就资助到哪
里。当年春节，陈宝霞带着现金、学习用品、新买
的羽绒服等来到男孩家里。奶奶老泪纵横地说：

“要不是您的热心，这生活的希望一点都没有啊！”
后来，陈宝霞了解到同村和邻村还有 5名

孤儿，二话没说，又承担起了帮扶这5名孩子的
重任。每到新学期开学前，她都会送去现金和
一些生活用品。

陈宝霞是工薪阶层，从决定帮扶孤儿那天
开始，她就把生活中节省下的钱用到这些孩子
身上。截至目前，她个人累计资助财物达 4万
多元。令人欣慰的是，6名孤儿中已经有两名
考上了大学，一名在她的帮助下已经就业，其他
3个孩子还在继续读书。

陈宝霞用浓浓的母爱为孤残儿童送去温
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了共产党员的无私
奉献精神。③6

7 月 30 日 22 时 10 分，
环球时报首发相关报道，人
民网、央视网、河南日报等多
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道。
截至7月31日 18时，视频播
放量达584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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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把会议室腾给考研学生

新闻事件：暑假期间，新乡学院很多大三学
生留校备战考研。学校虽为他们分配了自习座
位，但教室没有空调。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的
老师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复习，将学院带空调的
实验室和会议室整理出来供学生自习，并安排
老师辅导。

孤儿们的“陈妈妈”

河南日报客户端推出“八一”特别节目

6位豫籍官兵讲述出彩时光

河南日报客户端
时光卡片专题

《中原捷报》H5发布 看解放军解放中原

扫码看H5

为加快推进河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
好地发挥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作用，自
2015年开始，我省制定了“诚信红黑榜”发
布制度，每半年发布一次，引导更多的企业
和个人自觉诚实守信，从而规范市场秩序。

目前，全省在教育、金融、互联网、税务
等各个领域开展失信重点问题专项治理。
同时，把诚信建设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等创建测评体系，被列
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或被列入严重失信违
法“黑名单”的单位、单位法人，将被纳入文
明单位创建动态管理负面清单。

失信被执行人将面对怎样的联合惩
戒？记者了解到，失信被执行人将在注册登
记、银行信贷、工程竞标、干部任用、评先评
级，以及乘坐高铁、飞机等各个方面实行更
严格的限制，全面压缩失信被执行人的生产
和生活空间，法院方面还将借助现代信息技
术在网上查找当事人相关信息，查控当事人
财产及快速处置变现和交付等功能，提高执
行效率，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督
促当事人自觉履行法律义务。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文生表示，群众
在工作和生活中，如发现企业和个人的失信
行为，可登录“信用河南”网站在线举报。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诚信建设“红黑名
单”详细信息已在“信用河南”网站统一公示。

诚信“红”与“黑”榜单见分明
——2019年上半年河南省诚信建设“红黑榜”发布引热议

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
河南田润置业有限公司、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河南

昆仑能源有限公司、汝州市金土地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康佑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和吕跃伟、丁芳芳、韩宝银、辛光荣、刘

青等 5名自然人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拖欠农民工工
资“黑名单”：
河南省恬润食品有限公司、玉茗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

中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河南鑫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河南

徽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和崔保生、洪艳秋、蔡常兰等

3名自然人

省交通运输厅公布的2019年第一批严重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失
信当事人“黑名单”：
豫 A6298D、豫 A9762A 等 39 辆违法超限运输超过 3 次的货运车，

吉小强、李三保、李德春、李勇等 4 名违法超限运输超过 3 次的货

运车辆驾驶人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公布的 2019 年上半年税收违法
“黑名单”：
郑州瑞捷纺织有限公司、郡陵县伟扬木业有限公司、孟州市众生

康药材销售有限公司、襄城县超颖制衣有限公司、开封鑫润医药

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宪真商贸有限公司、郑州世伦劳务分包有限

公司、安阳聚金昌久标准件有限公司等 8家企业

更多暖心事

网友@唐正S：诚信是立人之本，“红黑

榜”的背后折射着公众对产品质量、企业诚信

及个人信用的关切，也指向政府的监管责任

和监管能力。除了榜单本身，公众更关注的

是排榜是否及时、依据是否足够充分，上“黑

榜”的名单又能否得到有效干预、有力惩戒，

作出实质性整改。

网友@小丑：征信问题应该透明化、普

及化！建议每个企业和个人都建立自己的征

信档案，事无巨细地写明征信记录，让“老赖”

无处容身。

网友@周新民666：榜单出台有利于推

动我省诚信建设制度化，失信企业无处遁

形。支持！点赞！

网友@美丽霞：诚信不可丢，希望能落

实到位，让诚信铸就和谐持续发展！

网友@肖点店：再 次 呼 唤 诚 信 ！ 关 注

发布会，推动我省诚信建设，让失信者无处

遁形。

网友@鹞子志愿青年：表扬诚信者，惩

戒失信者，应该将红黑榜的形式形成常态，让

“老赖”们曝曝光，露露脸。

网友@李盈英影莹：如今以实行“红黑

榜”制度为契机，我们希望人们能真正树立

“诚信”为经营生存之本、发展之基的理念，做

到质量与价格相符，承诺与兑现一致。③9
（金京艺 整理）

大河报牵手天猫精灵让新闻随时听

咱的专属“语音头条”上线

从“采缤纷天下事，入寻常百姓家”到“世界百强，百
万大报”，从“知己一亿人”到“在大河，AI中国”，24岁
的大河报站在融媒转型的风口浪尖，却从来不忘初心。

今天，大河报迎来 24周岁生日，正处在融媒转
型时期的大河报，早已不再是一份报纸，而是一个横
跨平媒网媒，融通线上线下的超级IP。大河报记者也
不再仅仅握着一杆笔，更能端起镜头，拥抱视频时代。

即日起，大河报推出全员视频化特别策划——
《初心24小时》，多名记者接力采访，视频播报，带你了
解奔走在郑州的奋斗者们的24小时。②42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段伟朵）

大河报全员视频化特别策划——初心24小时

记录奔走在郑州的奋斗者

活动现场，五位主播青春亮相。②2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哲 摄

如何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

守信者一路畅通？7月31日，在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省文明办联合省发改委等

部门，发布了 2019 年上半年河

南省诚信建设“红黑榜”，对全省

诚信建设和专项问题集中治理

情况进行了通报。

□本报记者 栾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申华

2019年上半年河南省诚信建设 榜红 黑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守信“红名单”：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机械工业第六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9家企业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公布的2019年
上半年纳税守信“红名单”：
2019 年 A 级纳税人 4.72 万户，北京外企人力

资源服务河南有限公司、郑州海龙实业有限

公司等 19家企业

守信“红名单” 失信“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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