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人才网（网址：rc.01ny.cn）
上线近两年来，积极为南阳市乃至

全国提供求职信息发布、广告宣

传、人才招聘、人事外包、人才测

评、高级人才猎聘、家教和家政服

务、人力资源开发培训等全方位的

人力资源服务，已累计帮助数百家

企业解决人才招聘难题，让近万名

求职人员实现就业。

南阳人才网是一个集工作、人

脉、商机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对接

平台，在这里求职者不仅可以求职

应聘，还可以寻求创业加盟机会，

招聘者不仅可以招贤纳士，还可以

寻求合作伙伴，猎聘者不仅能找到

梦寐以求的行业精英，还可以寻求

招商引资的渠道。南阳人才网欢

迎你的入驻！

南阳人才网共推出12个特色

板块，包括人才职场快讯、最新招

聘、最新求职、职位推荐、人才推

荐、职场百科、企业风采、职场论

坛、县区频道、投诉留言、同类导

航等在线服务。截至目前，已发

布6000余条人才政策，1600余条
办事指引，万余条创业服务信

息。我市企业招聘和人才就业信

息，可以在南阳人才网上实现“一

网 打 尽 ”。 客 服 电 话 ：0377-
63130881。累累累4 （段自霁）

搭建服务平台 促进人才就业

“难道以后就要靠政府养老

过一辈子？虽然走出了军营，但

我仍是一个兵，兵就要向前冲！”

——33年来，镇平县张林
镇居民赵安长带领乡亲艰苦创

业脱贫致富，同时扶贫济困，关

心支持国防和社会公益事业，先

后救助失学青少年、孤儿50余
人，安置乡亲、退伍军人和下岗

职工超过1000人次，为社会和个
人捐助物资和现金，总价值超过

200万元，个人曾获“全国百名优
秀退伍军人”“全国科技创业新

闻人物”及河南省“双拥”模范等

荣誉称号。经群众推荐评议，荣

登2017年7月“中国好人榜”。

“俺们的工作得到越来越多

人的理解支持和尊重，虽然很

累，但大家伙很骄傲很自豪。”

——连日来，一张环卫工人

趴在垃圾桶上睡着了的照片刷

爆南阳朋友圈，这位负责市中州

路市政府附近区域路面的老人

李玉山，被网友尊称为“最美环

卫工”，网友纷纷呼吁：向环卫工

人致敬，尊重每一个在酷暑天为

梦想辛勤忙碌的劳动者。李师

傅表示在工作中真切感受到了

居民对环卫工人的尊重，他说很

有成就感，由衷感到光荣。

“选择消防部队是我一生中

最正确的选择，只要是为了保证

人民财产安全不受侵害，时刻准

备着。”

——王志博，现任南阳市公

安消防支队宣教中心主任，武警

少校警衔。入伍11年来，无论
是深入一线灭火救援、伏案挑灯

撰写材料，奔走单位查改火灾隐

患、开展宣传培训，还是新婚4
天即奔赴汶川抗震救灾一线，他

始终无悔，扎根基层，将自己看

作一个普通的士兵。累累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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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辟谣

本期焦点

网友聚焦

微言大义

电商课堂

拍客贴图

为更好地发挥媒体的引领力、

影响力、传播力、公信力，抢占互联

网舆论的制高点，南阳网搭乘“互联

网+”的快车，积极探索推进媒体融
合发展，深耕移动端新媒体，构筑起

了集网站、手机报、客户端、微博、微

信等于一体的融媒体集群。其中，

由南阳网倾力打造的南阳手机移动

应用平台——“微南阳”客户端自推

出以来，以其方便快捷受到网友一

致好评。

该手机移动应用平台有微新

闻、微民生、微生活、微阅读、微活

动、百事通等频道，涉及新闻、民生、

购物、消费、娱乐、服务等内容，形成

一个以手机为终端的线上生活圈，

是一个与广大居民息息相关的生活

信息平台，具有新闻资讯服务功能、

传统媒体聚合功能、互动参与功能

等。

新闻资讯服务功能。该功能通

过微新闻实现。微新闻涵盖头条、

南阳、县区、热点、社会、生活、娱乐、

体育、热议、房产、汽车、健康、人才、

文化、旅游等栏目，聚合国际、国内

最新新闻，聚焦南阳热点资讯，为居

民提供快速、便捷、全方位的信息资

讯，每天发布各类新闻资讯上千

条。微新闻平台面向全市各机构、

媒体、企业和自媒体免费开放入驻

申请。

民生服务功能。该功能通过微

民生实现。微民生即南阳书记市长

网上留言板手机版，网民可以通过

手机在留言板上反映问题，表达诉

求，建言献策。

传统媒体聚合功能。通过微阅

读实现，微阅读包括四部分内容：阅

报纸、阅网络、阅电视、阅电台，“掌

阅”南阳内外资讯。

电商运营平台。通过微生活实

现，目前已经开发有买房租房、名师

讲堂、学摄影、找培训、学车购车、求

职招聘、挂号诊疗、购物乐游打折卡

等10余个电商运营平台，欢迎社会
非同类行业微平台加入，逐渐形成

一个集各个行业众多商品和服务于

一体的南阳网上商城。

办事服务指南。即百事通，包

含各类查询、订阅、充值、娱乐等服

务内容。

互动参与功能。以南阳中心城

区为主，汇集南阳近期举办的各类

活动，包括摄影比赛、评选活动、培

训会、自驾游等，让居民积极参与到

各类社会活动中。

南阳网还推出了南阳首个新闻

类微信小程序“微南阳”。微信小程

序“微南阳”囊括了“微南阳”客户端

中微新闻频道的全部内容，为微信

用户提供全方位的信息资讯服务。

目前，微南阳客户端、小程序、手机

WAP端综合阅读用户每天达到3万
多个，日平均浏览量超过18万次。

读者可通过苹果商店和各大安

卓应用市场搜索“微南阳”，或直接

扫描右侧二维码下载安装“微南阳”

客户端，还可通过微信搜索“微南阳

lite”进入微信小程序，畅快阅览海量

资讯。欢迎南阳各行业手机应用平

台加入微南阳，欢迎各机构、媒体、企

业和自媒体入驻。联系人：赵亮，联

系电话：13603778162。累累累4
（魏森）

“微南阳”手机客户端受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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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

动起来
炎炎夏日，气温不断攀升，但依

然挡不住健身爱好者运动的热情，

南阳市各种健身项目开展得如火如

荼。民众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热情

越来越高。健身跑、城市马拉松等

群众体育项目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参

与，广场舞、健步走等活动则深受中

老年人喜爱，各种健身项目，迎合了

不同群体的休闲新需求，各个年龄

层的居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健身

活动。

光影中国网影友用镜头定格了

一组全民健身的精彩瞬间，与读者

分享！累累累4 （魏柯）

网络新闻发展进入新模式

网络新闻是中国互联网发展最

早的互联网应用之一，网络新闻服

务形式已经从早期的以采编分发的

自主传播模式转化到以用户资讯需

求为主的资讯平台供给模式。截至

2017年6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
为6.25亿，其中，手机网络新闻用户
规模达到5.96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分析师

王涛认为，资讯聚合平台化趋势促

进分工进一步明确。内容制作方已

经从以往以专业媒体为主转换到专

业机构与自媒体并存，而作为内容

聚合的平台方主要以技术为核心进

行产品运营、资讯分发、用户维系等

工作。

同时，技术成为新闻资讯平台

的核心竞争力。内容及用户的增多

也对资讯平台提供的内容质量及传

递的精准性造成挑战。这种情况促

使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发展成

为资讯服务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未

来大数据、神经网络、自然语言理

解、自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

用将促使资讯聚合平台在资讯推

荐、营销推广乃至更深入的内容制

作、互动沟通等方面取得进一步发

展。

网络购物日趋智能化

当人们对足不出户在网上购物

习以为常时，无人超市“即拿即走”

的新鲜体验又吸引了大众目光。报

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络
购物用户达5.14亿，其中手机网络
购物用户达4.8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分析师

陈静认为，2017年上半年，电商企业
加快与实体零售企业投资合作，通

过在数据、供应链、支付、物流、门

店、场景、产品等方面探索整合互

通，线上线下边界模糊化、智能化消

费场景的全新商业形态正在形成。

同 时 ，另 一 种 网 络 消 费 模

式——网上外卖发展势头正猛。手

机下单，等着外卖小哥送餐上门，足

不出户就能吃到餐厅里的各种美

食。据统计，如今我国网上外卖用

户达2.95亿。除了送餐，外卖互联
网企业正加快向综合生活服务平台

过渡，开始利用外卖物流系统提供

更多品类、场景的配送服务，如日用

百货、鲜花蛋糕以及送药、跑腿代办

等服务。

网络直播鼓励精品内容创作

“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记录。”

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
户共3.43亿。以秀场直播和游戏直
播 为 核 心 的 网 络 直 播 业 务 蓬 勃

发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分析师

郭悦说，自去年底《互联网直播服务

管理规定》出台以来，针对网络直播

平台低俗内容的治理行动在今年上

半年陆续展开。从行业发展来看，

网络直播行业的运营正规化和内容

精品化是其发展的两大主要方向。

很多直播平台推出激励原创内容生

产者的扶持计划，设立专项基金鼓

励内容创作。

此外，网络游戏营收持续增

长。从游戏类型上看，竞技属性仍

是目前拉动网络游戏营收显著增长

的核心要素。竞技游戏在今年上半

年的强大营收能力，推动阿里巴巴、

苏宁、京东等电商企业先后跨行进

入这一领域。

热议

7.51亿网民不只是用户
网民规模达到 7.51亿，占全球

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样一种网

民体量，无疑是当前方兴未艾的互

联网新经济的最重要底座，也是未

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巨大动力所

在。而这7.51亿网民，实际上又是
由不同行业的互联网新经济消费者

所组成。

巨大的潜在网络用户群体，毫

无疑问支撑了互联网经济的迅速扩

张。据国家信息中心去年公布的数

据，2016年仅中国分享经济的市场
规模就实现翻番，总量达到 3.4万
亿。并不夸张地说，中国正成为全

球互联网创新的重要试验场之一。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随着中国

网络基础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产业

转型加速，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还将

继续勃兴。但若把7.51亿网民乃至
仍将继续增加的网民，仅仅看作是

互联网经济的用户和消费者，显然

是不够的。不同网民或许有不同

的消费诉求和价值观，但都不可避

免地受到互联网精神与思维的熏

陶，他们习惯和享受互联网线上支

付与服务带来的便捷，也同样会衍

生出超越消费层面的权利主张。

比如，互联网精神所倡导的开放、

平等。换言之，增多的网民，并不

仅仅意味着一种身份的切换，更象

征着社会价值的迁移、演变。这对

于社会管理，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

重山。短短20余年的时间内，在中
国 已 有 一 半 以 上 的 民 众 成 为 网

民。这是一种身份的变迁，也寓意

着思维方式、社会结构的变化。如

何回应这种变化，让社会管理的进

化跟上互联网社会化的进程，如何

将网民数量上的红利转变为社会

管理与治理上的进步，仍有不小的

发展空间。这应该是 7.51亿网民
在经济价值之外所给出的必然启

示。累累累4
（据新华社 中国网信网 光明网）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手机网民达7.24亿——

互联网改变生活惠及你我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近日发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
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
分点，人均周上网时长26.5小时；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网民使用手机
上网的比例由2016年底的95.1%提升至96.3%。面对如此庞大的网民群
体，新闻资讯领域出现了哪些新趋势，网络又给购物、娱乐等领域带来了

哪些深刻改变？

新媒热点

传授技艺 网友“书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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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手机报南阳版，由南阳报

业传媒集团主管，南阳网主办，在

内容上主动适应网络语言习惯，采

编生动鲜活、可读可议的新闻资

讯，受到订户好评。

打开手机报，新闻早知道。河

南手机报南阳版已成为很多南阳

人随时随地了解南阳各地动态的

窗口。根据不同时段用户获取新

闻的需求多样化，河南手机报南阳

版在工作日分早报和晚报，分别于

上午8:30和下午5:30发送。早报
以重要新闻、重要信息为主，突出

重要性、可读性、可议性，实现重要

信息的全覆盖。晚报突出原创性、

互动性、服务性，推出当日新闻，做

活做细民生信息和生活服务内

容。周六上午发一期，让用户在周

末也能轻松掌握最新资讯。

河南手机报南阳版订阅指南：

移动手机用户可编辑短信 nysjb
发送到 10658300即可开通，联通
手机用户编辑短信 703发送到
10655885即可订阅，资费均为 3
元/月。

欢迎各企业或社会团体与手机

报开展栏目冠名等业务合作，合作

热线：0377-63130371。累累累4（魏森）

打开手机报 新闻早知道

猪肉里有杀不死的钩虫？隔

夜的西瓜不能吃？朋友圈、微博里

有关食品的消息疯转，你信了吗？

本期梳理了几则7月食品谣言，一
起来看看，你“中招”了吗？

谣言1：猪肉中有“杀不死”的
钩虫。

真相：专家表示，猪肉里根本

不会有钩虫。在猪常见寄生虫中，

钩虫只寄生在猪的肠道内，在肌肉

组织中无法存活。

谣言 2：三伏不食“冰”，能逼
体内寒。

真相：从养生角度来看，夏日

不吃寒凉的食物是对身体有益的，

不过吃少量冰冷东西也无妨。但

仅靠三伏天避免进食冰冷食物就

能逼出体内多年寒气的说法明显

夸张，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谣言3：隔夜西瓜不能吃。
真相：专家表示，没吃完的西

瓜确实不宜久放，切开的西瓜常温

下一般最多放置4个小时，及时冷
藏才安全。另外，西瓜最好用干净

的保鲜膜覆盖，或者将剩余的西瓜

挖出来放入密封保鲜盒里。

谣言4：饭后不能吃水果。
真相：专家表示，饭后吃水果

的确可能影响营养物质吸收，空腹

吃可能会吸收得多一些，但也只是

相对的。累累累4
（据新华网）

生活中常见的网络谣言

不少热衷网购的居民认为“一

手交钱、一手拿货”的货到付款方

式最安全。殊不知，不少诈骗分子

也盯紧了“货到付款”式快递，海量

投递包裹，靠骗取“快递费”牟利。

日前王女士收到一个快递单

上写着某4S店寄的包裹，但需货
到付款。此前王女士确实购买了

该店的汽车，信以为真的她向快递

员支付了39元“快递费”。但打开
包裹后王女士发现，寄来的是假的

移动充值卡，经联系核实后，才发

现4S店从未寄过所谓“赠品”。
警方称，近期全国多地都出现

了类似的“39元货到付款”小额诈
骗事件。此类诈骗针对具有网购

经历的网民，投递名目主要以“重

要文件”“饰品”“洗漱用品”“赠品”

为主，而实际的“货到付款”包裹

中，往往只有假冒伪劣商品，有的

甚至是几张废纸，成本极低，只要

受骗者支付了“快递费”，骗子就稳

赚不赔。而在此类诈骗中，受害人

身份信息极有可能在网购、办卡、

登记等过程中泄露而遭到不法分

子利用。骗子在掌握了“收件人”

有效身份、家庭住址、电话甚至是

近期交易等准确信息后，有针对性

地投递包裹，迷惑性很大。而被骗

者即使发现了骗局，由于受骗数额

小，也往往不会选择报警。

警方提示，居民一旦接到需要

货到付款的快递时，应先仔细核对

信息及所寄物品，对于来历不明的

快递一律拒收，以免上当。消费者

在网购以及办理业务时要增强保

密意识，不轻易透露自己的身份证

号码、手机号码、家庭住址等信

息。在日常工作中，有关自己个人

信息的快递单据等不要乱扔，应先

撕毁或者涂黑再予以丢弃，以免被

不法分子利用。累累累4 （据新华网）

警惕“到付”陷阱 拒收不明快递

详
情
请
扫
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