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印发的《2019年河南省数字经济

工作要点》提出，郑州主城区2019年

实现 5G网络全覆盖，其他省辖市

实现重点区域5G网络覆盖

2019年上半年

河南省互联网用户新增513.2万户

总数达到 10783.6万户

居全国第4位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0.1%
其中 新材料技术产业增长 13.3%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长 10.3%

1月至5月

现代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0.2%
其中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增长 35.9%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23.8%

今年将在郑州城区全覆盖

“家门口”就能办签证 还能直飞到伦敦

郑州位列赴欧私家团TOP10城市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丁洋涛

在激烈的竞争下，共享充电行业正加速下沉。
怪兽充电是共享充电行业头部企业之一，目前

除了深耕河南主要省辖市市场以外，对县级城市的
投入正在加强。同样看好下沉市场的，还有来电科
技、小电科技等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在一二线城市，优质点位资源瓜分
几近殆尽，下沉市场或成共享充电行业争夺的新焦点。

高分成和入场费成行业痛处

在一二线城市，共享充电设备进驻的优质门店数
量有限，先一步进入市场的企业提前锁定了部分优质
点位，诸如连锁餐饮店、连锁酒店等，以及KTV、酒吧、
夜店等吸引年轻人集聚的门店。

据了解，部分公司给优质门店的分成普遍在
50%—80%，部分分成甚至达90%。“商家除了负责柜
机或桌面机的少量电费外，其余的设备、运维都是共享
充电企业出，利润空间很小。”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商家高分成挤压了利润的同时，行业内不规范的
竞争推高了门店入场费，也让共享充电企业没少烧钱。

但烧钱圈地终究不能长久，共享充电企业在一
二线城市的争夺对行业无益。由此，几大头部共享
充电企业开始瞄准低线级市场，加速布局。

加速布局下沉市场参与竞争

“一二线城市的优质点位营业额虽然高，但总抵
不过低线级城市更多商户的长尾效应。”业内人士认
为，下沉市场对共享充电行业来说，同样市场广阔。

记者从来电科技相关负责人处获悉，三四线城市
目前以铺面为主，未来潜力巨大。同时，来电科技认为
河南是全国交通通信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对移动充电的
需求较大，此外，河南人口众多是市场潜力巨大的省份。

占据了一二线城市较高市场份额的小电，目前
也在加速向三四线城市下沉扩张。“小电非常重视河
南市场，小电目前在郑州、开封、南阳、洛阳为直营，
另有平顶山、漯河、濮阳等9个省辖市为代理制。”小
电传播中心总监刘彬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过去两年，共享充电行业对于一二
线城市优质渠道、点位的争夺从未停歇。现在也不断
有企业进入一二线城市共享充电市场争夺的赛道。

今年 7月，总部位于郑州的有充智能科技完成
3000万元 Pre-A 轮投资，这也是共享充电领域融
资沉寂一年之后，迎来的为数不多的投资之一。公
司创始人吴高远表示，该公司核心产品主要为共享
充电椅和充电桩，目前已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郑州
火车站等多地投入使用。“我们接下来也会加快全国
布局，除了一二线城市外，三四线城市也是重点布局
区域。”吴高远说。

日前，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监测
平台 Trustdata 发布《2019年中
国共享充电行业发展分析简报》，
报告称2019年共享充电市场总体
实现了稳步增长，全年用户规模达
1.5亿人次。但随着各电头部企业
向下沉市场伸出触角，共享充电用
户规模或将迎来新一轮增长。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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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暖焦点

融媒工作室 出品

爱是一句无声的诺言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冯雪

新闻事件：8月 14日，河南安阳，一辆黑色
的SUV轿车发生自燃，现场多名公交车司机拿
着车载灭火器帮忙灭火，最终在消防人员的帮
助下，火被扑灭。

车停路边自燃 公交师傅帮灭火

8月 16日 16时 30分，人
民视频首发相关报道，澎湃
视频、河北综合广播、安阳论
坛直播等多个微博转发相关
报道，截至 8月 21日 18时，
视频播放量达67万次。③9

传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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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博妻子一笑
大叔用塑料瓶打造“爱情花园”

新闻事件：在伊川县白元镇常峪堡村，村民
李武欣的妻子因患脑梗生活不能自理。他为了
逗妻子开心，用捡来的塑料瓶剪出各种图案，里
面种上花花草草，半年来已
剪出70余个，打造出一个小
花园，妻子心情变得好起
来。在李武欣的精心照顾
下，妻子的病情也有所好转。

8 月 20 日 20 时，时间
视频首发相关报道，河南日
报、新浪河南、都市报道等多
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道，
截至 8 月 21 日 18 时，视频
播放量达 114万次。

传播数据：

114 万

焦点网谈│112019年8月22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刘志强 郭北晨 美编 单莉伟jdwt@henandaily.cn

融媒矩阵

大河财立方
微信公众号

通过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实现
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一批批数字

经济成果，在中原沃土涌现。
在郑州，上汽集团最大的“数据基地”——云计

算数据中心项目近日开建；我国首个5G医疗实验
网络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已进入全面测试阶段；
跨境电商的“郑州模式”，敲开“买全球、卖全球”之门。

在洛阳，我国首台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纯电
动“超级拖拉机1号”已实现无人驾驶功能；洛阳钼业
的5G无人智能采矿系统在栾川矿区得到应用。

在鹤壁，依托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的技术，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光分路器芯片占全球市场
份额超过50%。

在驻马店，无人机植保员通过
手机操作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成

为河南农业智能化的缩影。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南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0.1%，其
中新材料技术产业增长 13.3%，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增长10.3%；1月至 5
月，现代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0.2%，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分 别 增 长
35.9%、23.8%。

如今，推动3万家工业企业上云、
带动 10万家中小企业上云的工作正

在全省进行。今年，河南将重点引进
一批新型智能终端项目，启动“中国
（郑州）智能传感谷”建设，还将建设首
批 10家智能化示范园区，培育 5至 8
个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等。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
员唐兴丽表示，数字经济使得河南的
大数据、5G、人工智能、智能终端等新
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培育了河南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据新华社郑州8月21日电）

据新华社南京8月21日电“同样在路上跑，我
一天赚两三百，人家赚七八百，真是想不明白。”近
日，江苏昆山一名滴滴司机向记者反映，有的司机每
天都能连续接到去机场、高铁站的长途高额订单，自
己到处转却“没有这个运气”。

真的是“运气”吗？记者21日从南京警方“净网
2019”专项行动获悉，南京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会同江宁
分局，成功侦破一起重大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
息系统程序、工具案，摧毁一条外挂抢单软件利益链，抓
获黄某、郭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38名，捣毁工作室和核
心代理点21个，扣押作案电脑、手机90余部，查控嫌疑
人制卡、发卡平台网站6个，取缔多款非法外挂软件。

今年 1月，滴滴公司向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报警称，有人在滴滴车主群内打广告，兜售一款名为

“紫蝴蝶”的外挂抢单软件。该软件帮助网约车车主
随意更改自身地理位置，可选择高额订单并优先抢
单，直接干扰滴滴公司正常的派单逻辑规则。

经查，警方掌握了兜售外挂软件的南京网约车司
机胥某，明确了“紫蝴蝶”外挂的链条关系。该链条源头
为湖南人黄某，胥某等十余人是其一级代理商，胥某以
80至120元的价格向黄某“进货”，转手以450至600
元的价格向上百名下线销售。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网安大队大队长王扬军介绍，目前，黄某已被警方核实
的非法获利就达16.8万元，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滴滴公司表示，司机利用外挂软件抢单，扰乱平
台秩序，严重影响诚信守规司机的利益，一经核实将被
永久封禁。今年滴滴已停止35208名违规作弊司机
的服务。

哪些游客最爱去欧洲旅游？一趟欧洲
游下来花费多少元？来自携程的数据显
示，2019年上半年，从游客的性别年龄分
析来看，赴欧洲游客女性占比 62.9%，男性
占比 37.1%。游客年龄层上50后、60后占
比超过一半。从人均消费看，2019年上半
年我国游客报名欧洲跟团游，平均花费
11920.7元，相比2018年略有上升。

“上半年赴欧跟团产品中，爸妈放心
游、春夏赏花游产品备受青睐。”携程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另外，今年上半年，郑州游客通过携程
旅游平台报名跟团游、自由行、定制游等出
境游人数同比增长 40%左右。那么，这些
出境游国家中，哪些国家人气最高？

河南省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最受郑州市民喜爱的出境游
国家为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加
坡、俄罗斯、柬埔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
阿联酋。“总的来说东南亚国家热度居高。

河南游客出行以跟团游为主，人数占比约
八成，出行天数大多在4-6天。”

在旅游方式上，从订单和游客看，跟团
游以70%占据主流。小团化、个性化、主题
化和高品质的“新跟团游”正在逐步升温，
消费升级是“新跟团游”的重要特征，报名
赴欧私家团的人数逐年攀升。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报名私家
团前往欧洲的十大人气出发城市依次是上
海、北京、广州、重庆、南京、武汉、杭州、郑
州、厦门和苏州，十大人气目的地则分别是
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法国、瑞士、西班牙、
希腊、冰岛、德国和捷克。③9

数字经济浪潮奔涌中原
怪兽、来电、小电等加速渠道布局

三四线市场成
共享充电宝“新战场”

共享充电终端已渗透至商场、餐厅、机场等多种
场景。 本报资料图片

同开网约车，
为何有人连连接大单？
原是有外挂

郑州游客去欧洲旅游的热情今年上半年是空前高涨。8月20日，中

国旅游研究院与携程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赴欧洲人数达到

300万人次，10个出国游客就有1个去欧洲，其中，郑州位列赴欧洲私家

团十大人气出发城市，排名第八。另外，赴欧洲游人均花费近1.2万元，

女性游客占比超六成。私家团、目的地参团、定制游等“新跟团游”走红。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利瑶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对
于郑州市民来说半点不假。根据携程数据
显示，2019年上半年通过携程旅游平台从
郑州前往欧洲的游客相比去年增长 88%。
其中，最受郑州游客欢迎的十大欧洲国家
分别是俄罗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
比利时、奥地利、荷兰、瑞典、西班牙。

郑州市民为何偏爱欧洲旅游？
“赴欧签证便捷平台的上线直接催生

了河南游客尤其是郑州游客赴欧旅游的热
情。”8月 21日，携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以往郑州市民办理签证要到上海、北京，如
今赴欧 26国签证在郑州就能办，不仅节省
了时间，还节省了费用。另外，今年上半年
郑州开通了直飞伦敦的航线，不到11小时
即可到达，郑州游客前往欧洲旅行变得更
便捷。

去年 4 月 16 日，卢森堡旅游签证（郑
州）便捷服务平台在郑州市郑东新区揭
牌。此举标志着河南游客出行 26个欧盟
国家，在“家门口”就能办理签证，同时郑州
也成为除北京、上海之外，国内第三个能够

办理卢森堡签证的城市。
今年4月 8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的“2019亚洲经济发展峰会”上，河南省
中国公民签证申请受理便利化平台正式上
线。这也意味着，河南百姓办理包括法国、
英国等11个国家签证，同样在郑州即可申
办。

“河南每年约有300万人次出境，刚刚
进入出境游的发展期。另外，随着赴欧签证
等方面的政策利好，2019年，郑州游客赴欧
洲旅游保持增长态势。”一业内人士表示。

签证便捷平台上线 催生郑州市民赴欧旅游热情

人均花费近1.2万元 女性游客占比超六成

数字经济浪潮，正在中原大地奔涌。近年来，

河南省以建设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为契

机，大力推进大数据、5G、人工智能、新型显示、智

能终端等产业集群建设。2018年，河南省数字经

济规模突破万亿，成为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力。

郑州郑东新区智慧岛上，一湖碧水
映出楼宇错落。宇通客车研发的基于
5G网络下的自动驾驶公交车“小宇”，
已在岛上面向市民开放体验了数月。

郑州作为全国首批 5G规模组网
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试点城市之一，
在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的
核心区智慧岛区域率先覆盖了 5G网
络信号，保障了“小宇”顺利运行。

发展数字经济，数字基础设施要
走在前面。统计显示，2019 年上半

年，河南省互联网用户新增 513.2 万
户，总数达到10783.6万户，居全国第
4 位；近期印发的《2019 年河南省数
字经济工作要点》提出，郑州主城区
2019年实现 5G网络全覆盖，其他省
辖市实现重点区域5G网络覆盖。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目前，
已有华为、软通动力、海康威视、浪潮等
158家大数据相关企业入驻智慧岛。

据了解，以郑开双创走廊为依
托，河南今年将加快构建以智慧岛为

引领，以云湖智慧城、白沙大数据产
业园、科学谷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发展
核心区，辐射联动郑州高新区、金水
科教园区、开封中关村数字产业园发
展；加快建设洛阳大数据产业园、许
昌“泛在 5G 小镇”、濮阳大数据智慧
生态园、鹤壁5G产业园等。

当下，以智慧岛为核心区、省辖市大
数据产业园区为节点的“1+18”产业发
展格局初步形成，河南数字经济呈现出

“核心引领、节点带动”的集聚发展态势。

“ 古 称 国 之 宝 ，谷 米 与 贤
才。”人才是发展之基，河南省将
引才与育才相结合，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

领域的“高精尖缺”人才抛出橄榄枝，
引来数字经济“弄潮儿”踏浪中原。

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 2015年以
来吸引17个团队进驻创业，包括国家
领军人才 33名，海归人才 285名；鹤
壁国立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9名

归国博士创建，其人工智能终端产品
已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

落户智慧岛以来，中科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大数据研究院正推进与河
南本土高校在大数据人才培养方面
的合作。院长王元卓表示，希望通过
近期举办的 2019CCF大数据与计算
智能大赛，为河南带来新的人才储
备。

截至目前，智慧岛已先后聚集了

5家院士工作站、6个国家级工程实验
室、5个省级研发中心、12家大数据双
创基地，吸引各类大数据人才 2100
余名。此外，由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
与郑州大学共建的河南省大数据研
究院，以及数十家增设“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专业的河南高校，将为
河南发力数字经济提供人才助力。
一块数字经济人才集聚的新高地正
在形成。

□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 核心引领与节点带动构筑数字经济集聚发展新格局

引才与育才结合打造数字经济人才集聚新高地

技术与产业融合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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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眺郑州郑东新区智慧岛（2019年 5
月摄）。②25 高楼迷论坛供图

以智慧岛为核心区、各省辖市大数据产业园为节点的“1+18”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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