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空
军3日发布励志宣传片《蓝天有
我 感恩有您》，展现新时代空
军飞行员牢记初心使命、提高
打赢能力的情怀和风采。空军
歼-20战机 7机同框首次亮相，
昭示越来越多的“国字号”新型
战机投入新时代练兵备战，高
飞远航、守卫蓝天。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 70 周
年。4 分多钟的励志宣传片，
从空军近日举行的“我和我的
祖国”主题活动说起，10 位 85
岁以上的共和国老兵以及青
少年学生应邀参观空军战机，
共同感受强国兴军新成就，箜

篌合奏《我和我的祖国》响彻
蓝天。

走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上的人民空军，围绕“空天一
体、攻防兼备”战略目标，接续
建设实战空军、转型空军、战略
空军，转型发展进入快车道：
歼-20、运-20、歼-16、歼-10C
和轰-6K、空警-500等新型武
器装备投入新时代练兵备战，
加快推进空天战略打击、战略
预警、空天防御和战略投送等
能力建设；不断拓展国际话语
新空间，全力打造制胜空天的
体系作战群和主导话语的舆论
攻防群，实现硬实力和软实力
协调发展。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金环

当《千里江山图》与现代建筑完美
结合，一花一树、一草一木都成为美丽郑
州“代言人”，出彩中原，美出新高度。

“快、稳、美”三个字，尽显郑州新发展。
“快”在实力快增长、“五区联动”快发力、
人才快引入；“稳”在交通枢纽稳强化、城
市功能稳完善；“美”在建筑之美、水系之
美、文化之美、人居之美。

《新·千里江山卷》发出后，迅速刷屏
朋友圈，据统计《新·千里江山卷》24小
时内线上点击量突破 10万。大波网友
留言点赞：老家河南，中原之中，真中！
我为祖国骄傲，我为郑州自豪！③9

民族盛会“郑”在图中

这幅《千里江山图》
你一定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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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丽聪

七旬老人收养23名孤儿
有人考上大学给老人报喜

8月30日 18时
30 分，时间视频首
发相关报道，新浪河
南、河南人大、洛阳
头条等多家媒体微
博转发相关报道。
截止到 9 月 4 日 18
时，视频播放量达
86万次。

传播数据：

86 万

我用一生
坚持善行

新闻事件：河南洛阳，16年前刘恩
峰因双腿残疾被遗弃，苏松叶夫妇将他
捡回抚养。自1999年起，苏松叶夫妻俩
先后收养了23名孤儿，后来因其上了年
纪无力抚养，孩子们便被接到福利院生
活。刘恩峰今年考上了大学，专程拿着
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去向老人报喜。

兰考高铁站
上演两分钟生死营救

9 月 3 日 12 时
09 分，大河报豫直
播首发相关报道，大
河报、新浪河南、都
市报道等多家媒体
微博转发相关报道，
截止到 9 月 4 日 18
时，视频播放量已达
66万次。

传播数据：

66 万

新闻事件：8 月 29 日，河南兰考南
站，两个狂奔的身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
意。当时，高铁G1914正好到达兰考南
站，3号车厢一男子突然发病。听到紧
急寻找医生的广播后，来自三门峡市中
心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孙卫国和同事王
威，立即从 15号车厢跑出，抓住停靠的
2分钟，飞奔前往 3号车厢救人。经救
治，该男子症状有所缓解。随后，该男子
被120转往徐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接受
进一步检查。

融媒工作室 出品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
轶）“我喜欢河南！这个暑假过得最有意
义！”新学期开学，7岁的哈萨克族小女
孩阿合江·努尔哈孜带着满满的幸福回
忆开启了校园新生活。

这个夏天，她和家人朋友一行6人，
穿着民族盛装，跨越巍峨的天山来到美
丽的黄河之畔，到河南郑州“走亲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录了阿合江
的这次中原之旅，并集结成Vlog视频，
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到来之际，温暖发片。

该视频记录了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援疆干部帮扶的、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哈密市巴里坤县海子沿乡团结村的
阿合江，受河南日报的叔叔阿姨们邀
请，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河南“走亲戚”
的经历。5 天的时间里，探少林寺、寻
红旗渠、看黄河、览中国文字博物馆、游
清明上河园、观百年河南大学、到郑州
奥体中心游玩、品尝河南烩面、交中原
朋友，体味豫哈深厚情谊，感受“中华民
族一家亲”。

阿合江告诉记者，新学期她有了新朋
友，“我的朋友是河南大河报的小记者，我
会给他们写信，邀请他们到新疆哈密找我
玩。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一家人。”③9

近日，一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换
脸”APP走红网络。使用者只要上传自
己的高清照片，即可将本人面孔与大量
影视片段中的明星面孔置换。

记者发现，如此“换脸”，用户面部生
物特征信息被盗或失控的“丢脸”风险不
小。该款APP用户协议中载明：用户一
旦上传自己的照片进行视频“换脸”，将
在全球范围内完全免费、不可撤销地将
包括人脸照片在内的肖像资料授权给该
公司和其关联公司。虽然此后相关企业
在舆论压力下，对其用户协议进行了部
分修改，但风险依然存在。

当前，大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开设
了人脸识别登录APP功能。“刷脸”支付
甚至是远程签约等场景也越来越多见。
如果用户的“脸”不安全，“钱”也将面临
莫大风险。

“贸然将自己的清晰正面照上传并
授权他人进行存储或另作他用，关乎‘钱
袋子’安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
所所长黄震认为，目前法律对“AI换脸
技术”规范不足，因此保护好自己的面部
信息在当下十分必要。他建议，有关部
门应加快推广相关技术规范落地应用。

记者从多家已启用人脸识别功能的
金融机构处了解到：当前金融机构设置
的人脸识别安全等级高于智能手机相关
功能，但由于不少交易场景中识别标准
并不统一，因此风险仍在。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不少网
贷机构进行“活体检测”时仍使用人工审
核或技术含量偏低的机器审核，一旦公
众的面部识别信息被不法分子掌握，用
这些黑科技“活”过来的面孔，很可能以
假乱真，让不知情者“被网贷”背上巨额
债务。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
建议，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算法的安全评
估制度，对不同场景下AI“换脸”技术进
行评估，解决相关技术滥用问题。

（据新华社厦门9月2日电）

《阿合江的夏天》温暖发片

哈密小姑娘
来豫“走亲戚”

扫描二维码
看精彩视频

加油站旁公交车被撞起火
路人合力灭火

8月 27日 11时
35 分，大河报豫视
频首发相关报道，时
间视频、大河报、新
浪河南等多家媒体
微博转发相关报道，
截止到 9 月 4 日 18
时，视频播放量达
80万次。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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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8月 26日，河南信阳，一
辆公交车与轿车发生碰撞后起火，公交
司机紧急疏散车上乘客。因事故地点临
近加油站，加油员发现火情后，立即拿起
灭火器上前救援，随后路人和附近饭店
的厨师也自发参加。最终火势得到控
制，无人员伤亡。

空军发布励志宣传片空军发布励志宣传片，，河南元素奏响蓝天乐章河南元素奏响蓝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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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箜篌
与空军同框

账户被盗窃、无端“被贷款”

AI“换脸”？别玩儿丢了安全

扫描二维码
“豫”见出彩中原

9月3日，空军发布励志宣传片首次展现歼-20战机7机同框，这是空军歼-20战机7机编队飞行训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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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君
杰）在这部超燃的宣传片中，中牟的“箜篌”
大桥和箜篌演奏等与空军战机同框亮相，
箜篌演员激情演奏，成为片中一道亮丽的
风景。

现场的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工作人
员说：“箜篌就像天空中飞翔的凤凰，就像
我们空军战机飞翔在祖国的蓝天，守卫着
我们的家园！”

箜篌演奏员赵阳光满怀豪情地告诉记
者：“非常荣幸能够参与此次拍摄，在空军
基地用箜篌奏响《我和我的祖国》，深刻感
受到了人民空军的威武，祖国的强大，心里
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作为箜篌传承人，希
望我们中牟的箜篌文化也能像中国空军一
样，远航高飞，让箜篌这件古老的乐器从中
牟大地飞向全国，打造河南的‘文化自
信’。”

中牟县文博路小学六年级学生赵祎聪
是演奏队伍中的一员，她兴奋地说：“作为
一名少先队员，我能把家乡的传统乐器箜
篌表演给空军战士们，感到非常荣幸和激
动，我和我的同学们一定会用心学习本领，
报效祖国！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
福人民空军高飞远航！”

网友@玉之清：这是中牟箜篌最帅的

出场，箜篌艺术为强大的空军战机奏出最

美乐章！

网友@彩虹：我感到非常自豪，为家

乡出彩点赞喝彩！

网友@翩翩蝴蝶：奋发中原，高飞远

航！中国梦，强军梦！③4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今年来，新密市来集镇纪委紧扣监督主责，不
断加大日常督查力度。一是结合年度工作计划，
对机关纪律、工作日饮酒等问题及服务群众情况
进行不定期督查；二是结合党委政府工作重心，对
环保治理、烟囱拆除等重点工作持续跟踪督查；三

是在重大节日期间，发送廉政提醒短信，并对“四
风”问题进行专项督查。截至目前，该镇共开展监
督检查37次，发现问题2处，约谈党员干部6人，
发送廉政短信1600余条，推动该镇作风建设持续
转优，助力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郭君鹏）

紧扣监督主责 助推作风建设

为切实强化村“两委”干部的工作作风，濮阳
华龙区纪委监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优化
村干部作风，提高为民服务意识。强化学习转观
念。依托各村“党员活动日”，着力引导村干部加
强廉政建设与作风建设方面的知识学习，提高自
身政治素质。通过“清风华龙”“廉洁乡村”公众
号，积极引导村干部利用空闲时间自主学习，掀起

村干部学习廉政知识新热潮。明确制度促规范。
严格规范村干部请假、值班等制度，要求村干部每
天到党群服务中心值班，强化自我监督和管理。
严肃督查促落实。印发《华龙区村级“小微权力”
运行责任追究办法》，专门成立检查组，不定期对
各村党群便民服务中心的值班情况、“三务公开”
等进行明察暗访。 （陈广俊）

新乡卫辉市商务局围绕为民务实清廉主题，
结合工作实际，对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深
入查找，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一是针对形式主
义，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养。通过党组学
习、民主生活会等形式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组织讨论会并撰写个人心得体会。二是针对
官僚主义，牢记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不断强

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积极为民办
实事办好事，善于直面问题，敢于承担责任。三
是针对享乐主义，加强能力培训、提高办事员办
事能力。积极倡导集体主义、克服个人主义。四
是针对奢靡之风，加强教育引导、提高思想认
识。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张文灿）

优化作风提水平 村民办事更轻松

以整治“四风”为抓手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为严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
强化干部廉政自律意识，加强对中层
干部的管理、教育和监督，近日，中牟
县姚家镇在机构改革全面完成之时，
组织召开新任职中层干部集体廉政
谈话会，旨在要求新任中层干部要牢
记为民服务宗旨，严格要求自身，筑
牢廉政基石，有效预防中层力量违纪
违法问题的发生。会上，该镇纪委书

记李锋对全体中层干部提出了具体
要求，一是要正确对待职位，有感恩
之心，工作中要少一点浮躁，多一点
清醒；二要正确对待权利，有敬畏之
心，强化对“服务型政府”的理解；三
要正确对待名利，有知足之心，摆脱
名利的困扰，找准人生坐标。会后，
涉及调整的新任干部逐个签订了《党
员干部廉洁从政承诺书》。（刘会彬）

机构改革优化设置 廉政谈话筑牢基石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西郊乡
积极探索，在全乡 19个社区健全居
务监督委员会和纪检机构，通过完
善制度、业务培训和建立激励机制，
切实补齐“民主监督”这块最基层治
理的“短板”。抓好选举，解决“合法
性”问题。通过居民大会或居民代
表大会公开选举，选出具有一定政
策水平和监督能力的群众，组成居
务监督委员会班子，监委会与居民
委员会同步换届。完善制度，解决

“规范性”问题。通过调研，针对居
务监督工作中社区监督机构存在的
不会监督、不敢监督和不愿监督等
问题，共同编印了《西郊乡居务监督
工作手册》。开展培训，解决“实战
性”问题。全乡加强对社区书记主
任、社区纪检委员、社区监委会成员
等百余人的专题业务培训，就如何
履行监督职责、村级财务规范、农村
集体“三资”管理等进行专题授课，
促进监督工作顺利开展。（李宏雁）

多措并举促进社区监委会工作

多项举措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近日，南阳镇平县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律师值班

室,4名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并依法签订
《认罪认罚具结书》。据悉,为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7
月中旬,该院与镇平县司法局以及四家律师事务所达成共
识,共同推进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在镇平县检察院检
务中心设立“镇平县法律援助中心驻镇平县检察院工作站”,
实行律师值班制度。律师集中在每周三值班,上午在镇平看
守所值班,下午在镇平检察院律师值班室值班。对认罪认罚
的案件,该院检察官在每周三集中办理,集中告知,集中签署
具结书。提起公诉后,实行公诉人轮值出庭制度,简易案件
集中庭审,并由轮值公诉人支持公诉,缩减庭审时间, 优化
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办案的效率。此外,为确保量刑建议的
质量与效果,增强签署具结书的稳定性与有效性,该院要求
检察官在办理认罪认罚的案件时,以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
为一般原则,“幅度刑”为补充。同时,加强检察官与法官、律
师的沟通、衔接,强化签署具结书的严肃性,更好的保障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确保每位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
人均在获得及时、充分、有效法律帮助的前提下自愿认罪认
罚，防止无辜者受到错误追究。 （韩锦洲）

图为箜篌演奏者
现场表演 许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