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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5日至8月11日）

微榜单 微关注

本报讯（记者原文钊） 昨
日，本报新媒体中心公布了上周
最受关注的微新闻。

本报新浪官方微博最受关
注的微新闻为 《好消息！万方
桥二层恢复通行，三层施工原
定 10 月 15 日结束……》《都是
好奇惹的祸！一个大人俩孩子
被困山沟，云台山景区成功救
援……》《互惠共赢，共同进
步！鹤壁、巩义两地党政考察
团走进焦作》《焦作发布暴雨橙
色预警信号，市应急管理局提
醒大家注意防范》《高清多图！
探秘，焦作“晒伏姜”背后还

有这么多门道……》。
本报微信公众平台最受关注

的微新闻为《好消息！焦作启动
贫困肿瘤患者救助项目，这些人
可获8000元救助金！》《焦作车主
请注意！M站亮相，这项标准不
合格禁止上路，还要被强制维
修！》《官宣！文件已下发，豫 H
车主注意，未安装使用ETC设备
将来不予办理年检等……》《好消
息！焦作城区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集中开工，4 条河道将大变样
……（附效果图）》《重磅！全省首
家，占地 134 亩！焦作市地理信
息产业园开园，位置在……》。

上周本报最受关注的微新闻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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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改玲

老苗图书馆、窑洞旅馆、水
果蔬菜大棚、非遗麦秸画、太极
娃、太极拳……8 月 5 日、7 日，
焦作日报新媒体中心、新华社新
媒体中心联合出品的“看美丽乡
村 庆70华诞”大型主题直播活
动分别走进孟州莫沟、温县陈家
沟，品味乡愁的味道，探寻太极
拳的奥秘。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在中央
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的指导
下，联合商业网络直播和短视频

平台开展“看美丽乡村 庆70华
诞”大型主题直播活动。此次直
播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共有70个
乡村入选，我市的莫沟和陈家沟
两个村庄成功入选。直播节目推
出的同时，新华社客户端、花
椒、KK、一直播、六间房、哔哩
哔哩、YY、映客等全网网络直
播平台也同步直播，新华社客户
端现场云频道首屏循环播放直播
视频，爱奇艺、优酷、抖音等视
频或短视频平台也播出直播视
频。

在莫沟，本报新媒体主持人
带领大家去看了莫沟村史馆、

“莫沟大嫂”基地、莫沟图书
馆、苗家小院、网红玻璃桥，让
大家领略了莫沟的美丽蝶变，冬

暖夏凉的旧窑洞摇身一变成了现
代化宾馆，“莫沟大嫂”成了训
练有素的向导。

莫沟的美丽摄人心魄，莫沟
人的故事同样打动人心。谢静本
是城里人，她的老公是莫沟人。
本来，他们在孟州市打拼，莫沟
开始美丽乡村建设后，他们就放
弃了城里的服装生意，在莫沟建
了农家院，搭上了乡村振兴的快
车。现在，他们的生活越来越
好、越来越惬意。在莫沟，谢静
领略到了乡村的美好。

走进陈家沟活动运用网络直
播、短视频等形式，生动展现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太极圣地建
设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主持人
带领大家参观了太极拳博物馆，

听太极拳习练者讲述和太极拳、
陈家沟的情缘，到古色古香的太
极小镇参观……通过直播，不少
网友探寻到了太极拳的奥秘，感
受到了陈家沟的发展变化，为这
个中原村庄的神奇命运感叹。

走进莫沟、陈家沟的两次大

型直播，每次直播一个小时，吸
引了千万粉丝浏览。一名网友直
呼：“家乡真美，风景看不够，
看焦作乡村振兴，看到的是希望
的 田 野 。” 网 友 “ 莫 沟 印 象 ”
说：“美丽莫沟，望得见山，看
得到水，记得住乡愁。”

新华社新媒体与本报新媒体
联合推出大型主题直播活动燃爆朋友圈

本报讯（记者韦冰）传统媒
体持续报道、新华社现场云直播
平台无缝对接……今年7月底至8
月初，第六届“创青春”中国青
年创新创业大赛河南分赛暨“创
出彩”河南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
赛在我市举行。值此之时，本报
充分发挥媒体融合发展优势，全
力打造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优势相
结合的大赛报道，内容异彩纷
呈，为读者献上了一份饕餮大
餐。

今年 7 月份，创新创业大赛
临近。为了做好此次报道工作，
本报与承办单位专门召开协调会
议，编辑和记者精心准备，策划
出一批有特色、接地气的报道，
通过微信、微博、新华社现场云
直播平台等形式，实现新闻采编
多渠道发布，集中打造一块全媒
体融合发展的新样板。

大赛前夕，本报依托新媒体
客户端的优势布局，连接了报
纸、客户端、网站等多个媒体平

台，与记者、编辑建立了无缝对
接的供稿渠道。

初赛开始，本报第一时间
将大会盛况以文字、图片、视
频等形式传回。同时，本报新媒
体依托资源优势，第一时间上
线大赛的相关报道，多形式、
多手段全面展现大会盛况，为
市民提供新鲜、有趣的新闻报
道资讯。

《焦作日报》 大力报道大赛
重要节点新闻。《焦作晚报》 充

分发挥独特优势，不间断对大赛
进程进行报道。本报新媒体则以
不同角度切入，全方位进行大赛
报道。面对面采访参赛选手，通
过多个微信公众号实时发布，同
时还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制作
了视频产品，通过视觉化、技术
化、互动化的方式，提高传播力
和影响力。

决赛来临之际，本报更是
加大力度，通过新华社现场云
直播平台和微博对大赛论坛和

决 赛 过 程 进 行 报 道 ， 以 多 角
度、全方位的形式报道大赛。
通过这些渠道，不仅能在第一
时间将消息呈现给读者，还能
够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直
播等多种形式，增强读者的现
场感，加强互动。

此次大赛，通过本报全媒体
矩阵，为读者提供了第一手资
讯，带来了亲临现场般的新闻体
验，收到了良好效果，网友纷纷
点赞。

本报全媒体矩阵全方位报道创新创业大赛获网友点赞

▲

国际时讯

▲

国内时讯

要 闻 简 报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
者白阳）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最美基
层 民 警 ” 学 习 宣 传 活 动 的 通
知》，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最美
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

通知强调，学习宣传活动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广泛开
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
动，大力弘扬公安英模精神，推
出一批优秀基层民警典型，教育

引导广大民警以先进模范为榜
样，锚定锻造“四个铁一般”公
安铁军标准，立足本职、敬业奉
献，全力做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在全社会
着力营造理解支持公安工作的良
好氛围，大力唱响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通知明确，学习宣传活动由
广泛发动、遴选推荐、展示评
审、发布仪式、集中宣传、学习
实践等环节组成，突出政治过
硬、实绩突出、群众认可标准，
坚持面向基层、自下而上逐级开

展。要动员广大基层民警和干部
群众积极参与，通过组织推荐、
媒体推荐、群众推荐等多种方
式，深入挖掘宣传身边优秀基层
民警忠诚履职、敬业奉献的感人
事迹，举办一系列富有仪式感、
庄严感的活动，充分展示新时代
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对党忠
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
严明”的良好精神风貌，引导广
大民警不断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
精神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维
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实
际行动，坚决打赢70周年大庆安

保维稳这场硬仗。积极推动学习
宣传活动进社区、进村镇、进企
业、进校园、进网站，生动传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社
会特别是青少年的法治观念和家
国情怀，不断凝聚平安中国、法
治中国建设的磅礴力量。

通知指出，开展“最美基层
民警”学习宣传活动是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
手，是激励警心斗志的实际举
措。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精心筹划部署，严
密组织实施，积极稳妥做好各项

相关工作，确保学习宣传活动有
力、有序、有效推进。要以传播
效果为导向，做好统筹协调，大
力推进学习宣传活动理念、内
容、手段创新，充分运用群众喜
闻乐见的载体平台，不断增强活
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引导力，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浓
厚氛围。

按照通知部署，中央宣传部、
公安部将综合各地推荐、网络点
赞和现场展示等情况，遴选确定
20位“最美基层民警”，于2019年
10月下旬向社会宣传发布。

中宣部、公安部部署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12 日
电 香港警方 12 日表示，在过
去数天的激进示威活动中拘捕了
149人，他们涉嫌非法集结、袭
警、藏有攻击性武器等。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副处长
邓炳强 12 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在过去一连串示威活动当中，激
进示威者胡作非为，不断将暴力
程度升级，并将暴力事件延伸至
全港，对广大市民的生活造成严
重困扰，威胁市民人身安全。

从9日到12日，警方拘捕了
149人，其中包括111名男子和38
名女子，年龄在 15 岁至 53 岁之
间，涉及罪行包括非法集结、袭

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藏有
攻击性武器、藏有危险品等。

邓炳强表示，8月11日，在
深水埗和铜锣湾有示威者不理会
警方反对，进行未经批准的集结
和游行，之后部分示威者分散至
全港各区堵塞主要道路、包围警
署、破坏警车等。在尖沙咀，一
名暴徒将汽油弹扔进警署，导致
一名警员双腿烧伤。

另外，警方留意到示威者当
中有一批人士作出极端暴力行
为，因此利用情报主导方式，针
对这些核心暴徒作出全面刑事调
查。在铜锣湾，警方拘捕了 15
名核心暴徒。

香港警方再拘捕149名激进示威者

据新华社海口8月13日电
（记者罗江）约占海南省土地面
积五分之一的海南垦区将限制垦
区建设住房的对外销售和转让，
并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

海南省近日出台的《海南省
垦区建房管理办法》明确，垦区
集中建房或者个人建房所占用土
地属于国有土地。垦区建设的住
房不得对外销售和转让。确因需

要退出的，由垦区二级企业按规
定回购，统一管理、统一分配。
垦区建房严格执行“一户一宅”
制度，符合条件的一户职工、居
民只能使用一处住宅用地或者购
买一套保障性住房。垦区职工、
居民个人新建、扩建住房，每户
住宅用地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
120 平方米，楼层不得超过 3
层，高度不超过12米。

海南垦区住房不得对外销售和转让

据新华社悉尼8月13日电
（记者杨敬忠）中国驻悉尼总领
事馆13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澳
大利亚悉尼市中心当天下午发
生一起一名男子持刀伤人事
件，导致多人受伤，其中包括
一名中国女性公民。

公报说，案发后，总领馆高
度重视，第一时间向警方了解核
实情况，并向受伤的中国公民表

达慰问，她目前无生命危险。
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

警察局发表新闻公报说，当地
时间 14 时左右，警方接到报
警，悉尼中央商务区有一男子
持刀行凶。行凶男子已被警方
逮捕。据初步调查，行凶者没
有同伙，且和恐怖组织无关。
该男子有精神疾病史，且受到
恐怖主义思想影响。

一名中国公民
在悉尼持刀伤人事件中受伤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2日
电（记者徐剑梅） 美国联邦政
府12日发布限制合法移民新规
定，提高移民在美长期合法居
留经济门槛。这项规定将于今
年10月15日生效。

根据规定，申请移民美国
的外国公民如未达到规定收入
标准，或在美国任意三年内领
取公共福利超过一年，将被视
为“公共负担”。凡被发现可能
成为“公共负担”的外国公民
或被禁止进入美国或调整移民
身份。

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和移
民服务局决定是否发放永久居
留许可 （绿卡） 时，将把申请
人是否领取过公共福利作为与
其教育、收入和健康状况等综
合考虑的因素。

规定发布后引发争议。一
些批评人士认为，新规主要针
对低收入移民群体，施行后不
仅可能使美国合法移民人数锐
减，还会使在美低收入移民即
便有需要也不敢申请福利，从
而增加他们在健康、教育等方
面的风险。

美国出台限制合法移民新规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向江西、湖南、重
庆、贵州、云南5省市下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3.78亿元，用于5省市近期群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救
灾工作

●香港机场管理局13日表示，当天6时起实施
航班重新编配，陆续恢复航班起降，但航班起降仍受
影响

●美国财政部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财年
（2018年 10月 1日至2019年 9月30日）前10个
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8668亿美元，已超过
上一财年7790亿美元的全年赤字总额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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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工作人员在郑州东站登乘高速综合检测列车。
当日，郑（州）万（州）铁路郑州东至邓州东段正式开始联调联试，为开通运营提供重要技术保障。

郑万铁路是河南省“米”字形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为350公里。
李 安 摄（新华社发）

郑万铁路河南段开始联调联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