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媒热点
草长莺飞的季节，聆听花开的声

音，感受生命的色彩。不过，谣言散布

的脚步并未停歇，有些谣言的刷屏着

实引发人们恐慌。

谣言 1 第三代身份证功能强大，
可定位能购物

真相：一张简单的身份证，没有能

源支持，没有通信网络，不能远距离定

位。事实上，目前全球还没有一张卡

能够在没有通信能力和能源的支持

下，实现定位功能。网警辟谣证实，第

三代身份证的定位功能不存在，且谣

言中所说的其他功能，也都八字没有

一撇。第三代身份证正处于设计阶

段，并未正式发布，二代身份证距离退

休还有一段时间。

谣言 2 食用 5颗樱桃核就会中毒
真相：专家表示，蔷薇科植物如樱

桃、杏、桃、李、枇杷的种子里含有微量

氰苷，吃下去和胃酸反应可生成有毒

性的氢氰酸，轻则使人恶心呕吐，重则

致人呼吸衰竭、昏迷甚至死亡。但每

颗樱桃核里氰苷含量极低，5颗樱桃核

仁根本不可能导致人体中毒，要想导

致中毒要一次吃上好几斤樱桃核。

谣言 3 敷黄瓜片、抹痔疮膏能去
眼袋

真相：有专家指出，新鲜的黄瓜片

表面会生成一种露珠状的黏稠物，短

暂造成皮肤紧绷，但会使皮肤更加干

皱。想通过敷黄瓜片的方式去除眼

袋，几乎是不可能的。眼袋是由脂肪

堆积形成的，黄瓜片不能从根本上消

除脂肪，而痔疮膏的作用主要是清热

解毒、去腐生肌，对眼袋作用不大，最

好不要尝试。4 （据《科技日报》）

生活中常见的网络谣言

千 年 南 阳 城 ，满 城 月

季 香 。 进 入 五 月 ，南 阳 成

了 月 季 花 的 海 洋 ，品 种 多

样、颜色丰富、色泽明艳的

月 季 花 竞 相 怒 放 ，赏 心 悦

目 ，引 得 居 民 们 纷 纷 驻 足

观 看 、拍 照 留 念 。 光 影 中

国网摄影师们用镜头定格

了一组月季花开醉游人的

摄 影 作 品 ，与 广 大 读 者 分

享。5 （魏 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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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

普及率持续攀升，电子政务普惠

高效，智能化生活“飞入寻常百姓

家”……近年来，数字中国建设助

力我国各行各业发展，呈现“处处

相连、物物互通、事事网办、业业

创新”的良好态势。

电子政务让百姓“用
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大数据信用查询系统、在线电

子税务局、电子社保卡、无纸化海

关通关平台……过去一年来，一个

个电子政务新应用纷纷登台。

如何让人民群众在电子政务

改革中提升满意度？首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以来，用得上、用得

起、用得好，成为衡量网上办事满

意度的重要标杆。

居住证办理、课后延时服务、

出境证件申请……在福建厦门，

一款名为“ i厦门”的手机 App几乎

囊括了衣食住行政务服务的方方

面面。相较于过去在窗口单位排

长龙，厦门市民现在只要动动手

指，就能享受到多项“一次不用

跑”的电子政务服务。

电子政务创新改革不仅缩减

了 办 事 成 本 ，还 降 低 了 入 门 门

槛——即使是上了年纪的人，只

要会用微信、支付宝等日常手机

应用，也可以和年轻人一样轻松

享受电子政务服务带来的便利。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推行网上审批和服务，抓紧建

成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加快实现一网通办、异地可

办，使更多事项不见面办理，确需

到现场办的要“一窗受理、限时办

结”“最多跑一次”。在中央和各

级地方政府积极落实有关电子政

务改革要求的过程中，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也随之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

无人机快递平台、人工智能

诊疗系统、无人化超市终端、虚拟

现实智慧教室……一年前的首届

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一

处处智能化生活场景引人入胜，

闪耀着数字经济的因子。

国家网信办在首届数字中国

建设峰会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

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2017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27.2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0.3%，占 GDP 的比

重达到 32.9%。

将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融

合，是数字经济产生的重要外溢

效应之一。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

济学家祝宝良认为，随着数据价

值在社会生活充分流通，将推动

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发展。

数字背后，是创新带来的机

遇。以信息技术为杠杆，我国经

济结构和产业模式正发生深层次

变革，供给和需求衔接更加有效，

产业生态更加协同共享，产业内

部、领域之间开放融通的格局也

在逐步形成。如今，5G 网络时代

已经揭开面纱，数字经济将迎来

如火如荼的发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杰说，当前，数字经济蓬

勃发展，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已经越来越多体现

在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呈现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数字社会建设惠及
亿万人民群众

近年来，我国网信事业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亿

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上，有了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今年 4月初，广东省人民医院

借助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生成

虚拟现实心脏及胸腔模型，由专家

预先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制作直观

的手术规划，应用移动 5G 网络实

现 4K 高清手术影像的实时传输，

远程实时指导 400公里外的高州市

人民医院完成了微创心脏手术。

通过技术手段，弥合欠发达

地区存在的教育鸿沟，消除教育

资源城乡差距，在线教育大有可

为。从较早的文本课程下载，到

视频课堂，到互动双师 +直播模

式，再到全面人工智能功能嵌入，

技术升级是在线教育产业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之一。

贵州省贵定县是网络扶贫加

快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缩影。过

去由于交通和信息不畅，这里的

云雾贡茶、酥李等农特产品销路

一直没有打开。如今，这些黔南

特产通过农产品电商平台实现在

线销售，搭上互联网的快车走向

全国。依靠电商扶贫，当地贫困

户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好。

从远程课堂带领山里娃迈过

“数字鸿沟”到寻亲平台帮助失踪

儿童回家，从在线培训让果农喜

获丰收到互联网政务“让群众少

跑腿”，从智能家居传递便利舒适

到“互联网+”带动双创热潮……

着力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公共服

务，让优质信息服务惠及更多百

姓，亿万人民在共享数字中国建

设成果上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4 （据新华网）

数字中国建设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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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手机报由南阳报业传媒集团

主管，南阳网主办，自创刊伊始，坚

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讲好南阳故

事、传播南阳声音、凝聚南阳力量、

树好南阳形象，内容生动鲜活、可读

可议，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为进一

步加大宣传力度，有针对性地发布实

时、热点的新闻信息，加强我市各级

政府和行政事业单位的服务职能和群

众监督职能，使政府工作更加公开、

公平、公正，近日，南阳手机报“特

刊”正式上线。

强化新闻优势，彰显地方成绩。

日前，第一期南阳手机报“特刊”发布，

综合报道了社旗县脱贫攻坚工作成

果，重点描述了该县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誓师大会的情况，以及该县脱贫攻

坚工作中涌现出的部分先进典型。角

度全面、内容丰富、选材灵活，这是南

阳手机报“特刊”在新闻宣传中重要作

用的具体体现。

如果说新闻版的报道是新闻的第

一次开发，那么特刊报道便是新闻的第

二次开发。在特刊中，主题性大大增

强，内容也更加丰富，每一期特刊都可

以围绕一个重点方面作详细报道。与

新闻版相比，特刊在内容设计、栏目设

置方面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使新闻版上

因受限制而不能发布的内容得以展

现。由于对时效性的要求相对宽松，且

有较强的针对性，不同于新闻版简洁、

迅速的报道，特刊可以围绕市委、市政

府重点工作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全

面的报道，对某一领域的重要新闻事

件或热点事件提供更加全面的背景解

释、更加深入的剖析，具有重要的舆论

引导作用。特刊发布请咨询黄术生，

电话：18567286600。4 （王 鹏）

南阳手机报“特刊”推出

网友聚焦

电商课堂

南阳月季甲天下，一年常占

四时春。近日，光影中国网举办

“中国月季园”大型采风拍摄活

动，来自南阳、平顶山等地的百

余名摄影师走进中国月季园进行

采风拍摄。

“一朵花”绽放“一座城”。

伴随着 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

召开，南阳月季吸引了国内外嘉

宾的关注。以花为媒，南阳打开

了与世界对话的窗口。中国月季

园作为此次大会的分会场之一，

园内百万株月季已进入盛花期，

是赏花拍照的最佳时期。当天早

上，光影中国网百余名摄影师进

入中国月季园，大家纷纷架起

“长枪短炮”聚焦园内令人目不

暇接的月季花盛景，更有数台无

人机盘旋在天空，从空中俯瞰中

国月季园绘就的一幅壮丽画卷。

此次活动特邀南阳理工学院两名

舞蹈模特。她们身着古装，在月

季花海中翩翩起舞，宛如月季仙

子下凡来。摄影师们争先恐后摁

下快门，定格下月季园里的美人

美景。虽然天气炎热，但光影中

国网摄影师们的创作热情不减，

活动持续到中午才圆满结束。

据悉，中国月季园为世界一

流月季主题公园，位于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南阳市

北郊，西临南阳独山森林公园，

东临孔明路，与白河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隔路相望，向北 300 米为

高速路口独山站，景区交通便

利，位置优越，既有山之厚重，

又有水之灵秀，为著名的花卉旅

游胜地。园内建成基因品种园 30
亩，引进精优月季、玫瑰、蔷薇

1200余种 10万余株；建成古桩、

树状月季园 50亩，种植百年以上

树龄的古桩月季 3000余株、树状

月季 1 万余株；建成温室大棚 2
万余平方米，达到每年培育 100
万盆月季的规模。另建设有天

桥、生态餐厅、向阳广场、百果

园、百鸟园、小松山、杜鹃山、

九龙阵、儿童乐园等 10多个小景

点，是近郊一个精品旅游亮点。

同时，中国月季园内还出现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就是造型各

异的稻草人，有小猪佩奇、牛拉

车等各种卡通造型，童趣无限。

本次大型摄影采风活动中摄

影师们创作的摄影作品可参加由

市委宣传部、市林业局、市文联、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市摄影

家协会、南阳网承办，光影中国网

协 办 的“2019 世 界 月 季 洲 际 大

会 ”全国摄影大赛。本次摄影大

赛的征稿主题为“月季花城·美丽

南阳”，参赛内容包括：2019 世界

月季洲际大会开幕及相关花事主

题活动、月季洲际大会期间“一主

两副”月季主题公园（世界月季

园、滨河月季园、兰湖月季园）开

展的月季主题活动以及月季景区

游览活动情况，月季进社区、进庭

院和在南阳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南阳月季文化传承与发展情况，

南阳月季产业发展情况，南阳月

季品种科研开发情况等。大赛征

稿时间为 4 月 15 日至 5 月 31 日。

大赛设一等奖 1名，奖金 10000元
（含税）；二等奖 3名，奖金各 3000
元（含税）；三等奖 10 名，奖金各

800 元（含税）；优秀奖 100 名，奖

金各 200 元。详情请登录光影中

国网（sy.01ny.cn）了解。5
（杨 康）

影人相见竞相赏 誉冠神州是此花

光影中国网采风中国月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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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每次只要给他打电话，不管多忙
他都会过来，却一分钱车费都没有收
过，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

在洛阳龙门大道一小区，行动

不便的孙女士静静等待娄建党接她

去就诊。2012年她从洛阳广播媒体

上听到，娄建党的“雷锋爱心车队”

能免费接送困难群众，她抱着将信

将疑的心态拨打了娄建党的电话，

没想到随后 7 年来，娄建党成了她

的“专职司机”。

“我希望发掘一些像我这样从
心底真正喜爱这门艺术的年轻人，
也好让这门手艺很好地传承下去。”

绢人是一种有着上千年历史文

化渊源的民间艺术，考古学家从春

秋战国时期的长沙楚墓中，就曾发

掘出制作精细、面目逼真，身穿丝绢

衣服的木偶。在郑州闹市区，有一

位 89岁的老太太名叫徐澎，她一生

痴迷于绢人制作，自幼学习女红。

传承一直是文化艺术的重点，这些

年来，有不少人慕名向徐澎讨教绢

人制作手艺，她也定期在家里向学

生们授课，希望这门手艺很好地传

承下去。

“当时突发车祸，我们真是万
般无奈！幸亏遇见这几位电力职
工，我想找到他们并表达感谢。”

5 月 13 日上午，国网河南辉县

市供电公司办公室接到一通来自北

京的白先生的电话，称他们几天前

在辉县游玩时遭遇车祸，幸亏当地几

位陌生供电职工及时出手帮助。原

来，5月 7日下午，白先生夫妇俩和朋

友等 4人结伴驾车到新乡南太行旅

游观光，在省道三原线辉县市西平罗

乡附近发生车祸。刚刚参加完线路

登杆检修的辉县市供电公司胡桥供

电所职工张志彬、刘德胜、李海祥、

武利明正好驾车经过。张志彬和同

伴们立即拨打报警和医疗急救电

话，并使用随身携带的工具撬开车

门，将后排的两位老人抬下汽车进行

简单的急救处理。半小时后，120救
护车紧急赶到，他们又帮忙把受伤较

重的老人抬上救护车。5

移动互联网和无现金支付方式愈

发普及，给生活带来便利，也隐含着一

定风险。陕西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近

日表示，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电信网

络诈骗案的分析来看，网络购物冒充

客服类诈骗、机票改签类诈骗、冒充领

导和熟人类诈骗等三类案件数量有所

上升，提醒群众擦亮眼睛、加强防范。

三类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作案特

征都较明显。以“网络购物冒充客服

类诈骗”为例，不法分子通过微信或其

他网络社交工具，以兜售低价商品为

诱饵，待当事人支付购物款后，就将当

事人拉黑。或是冒充电商平台客服人

员，以商品出现异常需要退货为由，发

送虚假链接或二维码，在不知不觉中

将被害人银行卡中的钱款转走。

电商平台的绝大多数退、赔款都

是从购物人支付的账户中原路返回，

不需要在其他社交软件中操作，更不

会要求购物人以扫码、点击链接、提供

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方式收回

退款。凡是出现这些不合理要求的，

群众都要高度警惕。

在“机票改签类诈骗”中，不法分

子发送短信或打电话联系当事人，以

飞机因故不能起飞为由，要求当事人

改签机票，或提出赔偿、退款，引诱当

事人提供银行账户等信息实施诈骗。

而在“冒充熟人领导诈骗”一类的案件

中，诈骗者冒充当事人的领导或亲友，

以自己手头紧或需要疏通人际关系等

各种理由借钱，要求被害人转款。

群众投资理财、网上购物、网上交

友婚恋，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

凡是涉及资金问题，务必保持清醒头

脑，多和家人、朋友商量，也可向公安

机关咨询。一旦发现被骗，须第一时

间到公安机关报案。4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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