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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生活卡惊艳发布，官方指导价格：98元！

昨日下午，在万千“河粉儿”的灼热盼望下，大河生活卡新闻发布会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大河生
活卡正式问世。来自各行业的知名企业、渠道商家、20多家主流媒体的500余人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对于大家最为关注的大河生活卡“价格之谜”，也在当天的发布会上揭晓答案——官方指导价格98元！与大河生
活卡自带的巨大价值能量对比，莅临现场的业内人士均表示价格“暖心”。

今天，大河生活卡正式开售，期待更多的用户和它牵手，拥抱美好生活！

昨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光辉，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大河网
络传媒集团董事长、大河报社社
长王自合，大河报社副社长王泽
远，大河报社副总编辑贡振国，
大河报社副社长、大河传媒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大河生活卡执行
委员会主任金顺利，省餐饮与饭
店行业协会秘书长宋春亭，省旅
游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滑蕾等领
导出席发布会。现场，张光辉、
王自合、贡振国、宋春亭、滑蕾共
同发布大河生活卡。

大河生活卡是大河报匠心
打造的“互联网+生活”惠民项
目，是集旅游、餐饮、汽车、加油、

酒店、教育、健康、金融等行业专
属折扣、福利于一体，用处广泛，
消费频次高，产品价值丰厚的会
籍卡。目前，旅游、餐饮、汽车三
大行业已经率先入驻，它可以为
持卡会员提供省内外100多家
优质景区定期免费旅游、200多
家品牌餐饮门店消费打折、汽车
特约门店购车最高7折优惠等
专属福利。开封一诺哈弗4S
店，哈弗H2、H2S，全新H6等车
型限量7折优惠。其他与消费
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也
将陆续入驻。

除了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
的品质服务，大河生活卡还针对
相关行业的企业提供定制服务，
可量身设计多种个性化产品，既
能为各个行业和企业的用户提
供更加优惠和优质的生活福利，
还可以增加企业和用户的互动
和黏性。

大河报经过23年的发展与
沉淀，已然从一张纸壮大成为包
括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豫直播、
财立方、微博、微信等“一纸三端
两微多平台”的全媒体矩阵，受
众由百万大报发展成为7000万
粉丝群体，粉丝群的“朋友圈”扩
大了70倍；连续15年入选“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
从2010年的17.1亿元，攀升至
114.92亿元，8年时间增加近
100亿元。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
员、大河网络传媒集团董事长、
大河报社社长王自合在致辞中
表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大
河报“做老百姓喜爱的报纸”的
初衷不能变。如果说，满足老百
姓的新闻需求、信息需求是大河
报的初心的话，今天，大河报聚
集各方面优质资源，打造大河生
活卡，也是一个满足群众需求、
服务群众要求更加具体、更加主
动的行动之一。

王自合说，大河生活卡的推
出，是大河报品牌落地、变现的
有益尝试；是大河报吸粉聚粉、
再造传播路径的有效手段；是大
河报丰富经营结构，整合内部行
业资源，打造实体产品，逐渐实
现大河报平台化、产品化、产业
化的创新之举。

对于大河生活卡，一业内人
士给予高度评价：“是大河报在
融媒改革的当下，找准定位，适
时出击，整合资源，实现媒体转
型的一次开创性变革，具有里程
碑意义。”

创新意义 |
大河报满足群众需求、服务群众要求更加具体、更加主动的行动之一

重磅揭晓 |
一张98元，资深业内人士连说三个“真值”

好产品自带吸引力，“河粉
儿”们关心的001号大河生活卡
花落谁家。当天，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光辉
现场揭晓这位“神秘得主”——
网友“风清扬”。

“神秘得主”是什么来头？

答案是——“大河生活”微信公
众号的第一位粉丝。大河生活
卡即将问世的消息发出后，作为
大河生活卡的官方平台，“大河
生活”微信公众号得到广泛关
注，10月10日至今，微信粉丝增
加超10000人。其中，“大河生

活”的首位粉丝“风清扬”有幸被
选为大河生活卡首位会员并邀
请至发布会。现场，张光辉为其
赠送了编号为001的首张大河
生活卡。

“我很激动，没想到自己这
么幸运！”网友“风清扬”说，之前
也使用过旅游、餐饮、交通之类
的打折会籍卡，但能把这么多服
务纳入进去，大河生活卡还是第
一个。“感谢大河报贡献这么好
的产品，河南有一亿多人，如果
每个人都能有一张这样的卡，生
活会更加美好！”

“风清扬”还说，当天还是他
母亲的六十大寿，他还感慨道，
亲情非常重要，他希望能带着家
人，带着大河生活卡，一起拥抱
美好生活。

现场，大河报社副社长王泽
远还赠予清华大学EMBA河南
校友会100张大河生活卡。

【幸运“No.1”】
“大河生活”微信公众号首个粉丝喜提“No.1”

福利升级 |
大牌云集，多个行业现场签约入驻

大河生活卡以其绝佳的产品
力、影响力、品牌力吸引了旅游、餐
饮、汽车三大行业的众多企业入
驻。当天，大河生活卡再次展现其
强大的“吸粉力”，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河南仰
韶营销有限公司、河南正道思达连
锁商业有限公司、中国和谐汽车控
股有限公司现场签约入驻。

其中，中石油与大河生活卡的
牵手合作已经达成初步意向，对持
卡人会有相应的优惠。

据悉，中国和谐汽车控股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豪华车和超豪华车
零售业务，旗下有劳斯莱斯、宾利、
雷克萨斯、宝马等知名品牌，它的
加入将进一步丰富大河生活卡的
汽车行业资源。其他企业的加入
则在大河生活卡原有资源基础上，
拓展新的领域，这意味着持卡会员
将享受更多的福利。

未来，大河生活卡还将联手更
多的优质行业、企业，为会员提供
更多的福利,并在用户共享、大数
据分析和营销等方面开展更加深
入的合作。

对于大家最关心的“价格
之谜”，现场，大河报社副社长、
大河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大河生活卡执行委员会主任金
顺利揭晓答案——大河生活卡
官方指导价格：98元。

记者算了一笔账。所有入
驻大河生活卡的景区，门票价值
超10000元。其中，云台山、清
明上河园、白云山等40多家知
名景区，资源优质且免票时间

长。餐饮方面，首批入驻大河生
活卡的200多家品牌餐饮门店
已经面向大河生活卡会员开启
专属折扣。以一桌10人餐为
例，消费按1000元计算，按照9
折优惠，会员实际结账900元，
省100元，可以抵过大河生活卡
的价格。此后，消费一次优惠一
次，省下来的钱远远超出98元。

此外，全年，大河生活卡还
将组织20次以上“大河旅游直

通车”“霸王餐”等线下活动，会
员有机会免费“吃喝玩乐”。

记者注意到，价格公布后，
一位长期从事年卡产品代理的
渠道商连说了三个“真值”。业
内专家表示，目前，市场上的年
卡产品形形色色，但产品服务
相对单一，而大河报作为权威
媒体，整合全行业优质资源，提
供高品质服务，还能定价在百
元之内，可谓“暖心”。

“这是一件大好事！”发言
中，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秘书
长宋春亭高度评价大河生活
卡。他说，餐饮业既是民生行
业，又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力。大河报携手餐饮行业，整合
媒体的品牌影响力、传播力、行
业资源，让利于民，是大河关注
民生、责任担当、创新转型的一
大力作。

宋春亭表示，这一创举，对
我省餐饮行业也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促进餐饮消费，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大河生活卡必将引发购买热潮，
这也将为入驻的餐饮企业带来
有效客流量。同时，主动让利于
民，也体现了我省餐饮行业为满
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所做
的努力，践行企业责任，意义非
凡。

第二，提升品牌，提升企业
形象。今年年初，省商务厅已将
推动餐饮业品牌化发展作为一
项重要任务。大河报作为中原
第一大报，有着无可替代的品牌
优势、宣传传播优势。牵手大河
报，将极大地促进我省餐饮企业
品牌的塑造、扩大影响力。

第三、媒体、行业携手，共同
推动餐饮升级。大河生活卡，将
形成媒体与行业的合力，抱团发
展，优势共享，互相给力，协同引
领，使河南餐饮市场的发展更加
规范、有序、健康、创新。

“希望各餐饮企业严格要求
自己，不负众望，为客户提供更
加高质量的服务。也希望大河
报和餐饮行业一起，不断推动河
南省餐饮业供给侧结构型改革，
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
要，拉动经济增长，做出新的贡
献。”对于餐饮企业，宋春亭提出
殷切希望。

省旅游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滑蕾表示，近年来，协会在省旅
游局的领导下，致力于旅游行业
的品牌建设，强调旅游产品的文
化内涵，协会各会员单位对旅游
产品与文化传播相辅相成的互
生关系高度认同，这为今后旅游
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奠定了基
础。“旅游协会将充分发挥行业
平台和桥梁作用，引导和发动各
成员单位全力支持大河生活卡
的产品研发和市场发行，为全面
推进河南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行业带动 | 促进消费、提升品牌、推动升级

“对于大河生活卡的问世，我们
感到非常兴奋，并由衷地欢迎。”河南
鲁班张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承军
表示，在他看来，众多餐饮企业第一
时间纷纷入驻大河生活卡的原因有
三个。

第一，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越
来越多的餐饮企业认识到品牌的重
要性。大河报作为拥有114.92亿品
牌价值的中原第一大报，在河南，会
是最值得合作的品牌媒体之一；第
二，作为与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餐饮
行业，应该借此机会，形成“重拳式”
的品牌影响力，共同将河南餐饮市场
做大做强；第三，改革开放40年来，餐
饮市场蓬勃发展，有责任让利于民。

“鲁班张在此郑重承诺，不忘初心，不
负信任，严格自律，保证每一位持卡
会员享受到和普通消费者一样的优
质菜品和服务！”

清明上河园景区相关负责人也
在现场承诺，将与大河生活卡紧密合
作，做出精品，打造品牌，让持卡人满
意。

1.关注：扫描二维码，关注“大
河生活”微信公众号；

2.激活：点击公众号底部菜单
栏“购卡激活—卡片激活”，依提示
填入正确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
号、激活码（在卡正面）等激活信息
后，点击“立即激活”即可激活卡片。

特别提醒：大河生活卡旅游和
餐饮资源已经开启。其中，旅游资
源，持卡人从2018年12月1日起，
即可享受合作景区限时免门票优
惠。餐饮资源，持卡人从2018年
11月1日起，即可享受合作餐饮门
店全年即时消费、即时打折的优惠。

企业承诺 |
严格自律、做出精品，
让持卡会员满意

产品优势 | 四大优势，成就“大河生活卡”强大磁场

超旅票务（上海）有限公司董
事长、大河生活卡执行委员会执
行总监魏斌介绍，大河生活卡，还
未发布就自带流量，堪称年卡中
的“大IP”，其强大的磁场，与其天
然的媒体优势密不可分。

第一，品牌力强，公信力高，
宣传覆盖。大河报在中原地区
具有极强的媒体公信力，民众对
大河报品牌非常信任。与普通
商业推广相比，大河报的媒体传
播优势能覆盖更多受众，大河报
全媒体矩阵覆盖 7000 余万受
众。截至目前，大河客户端粉丝
1450万，微博粉丝超过1000万，
微信粉丝70万，大河报网30万，
豫直播平台辐射受众突破1200
万，428家优质自媒体联盟，覆盖
全省108个县区。未来，大河报
全媒体矩阵将对大河生活卡进
行高频次、大篇幅的报道宣传。

第二，整合各行业优质资
源，生活全优惠。普通的商业会
籍卡大多集中于一个或几个领
域，大河生活卡则是整合了大河
报23年的优质资源，涵盖人们生
活的各个方面。除了目前入驻
的行业，通讯、金融、酒店、健康、
教育等行业的资源也将陆续入
驻，为持卡人带来更多的超值福
利。

第三，入驻筛选标准严格，
评价体系健全。入驻企业必须
是行业的龙头企业、知名企业，
具备一定规模、独具特色、实力
强、信誉度好，服务品质高。

第四，大河生活卡可为企业
提供专属定制卡，为企业会员、
客户量身打造专属服务，增强客
户黏性，还可根据企业需求，量
身定制个性化产品，展示企业文
化、塑造企业形象。

★怎么购买大河生活卡？

★怎么使用大河生活卡？

1.企业、商家如何入驻大河生
活卡，为会员提供福利？

答：拨打400-888-9007服务
热线登记报名，或者关注“大河生
活”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关于
我们-合作联系”中填写信息。三
个工作日内，工作人员会与您联系
并进行资质审核。

需提醒的是，大河报作为权威
媒体，将对有意向入驻的企业进行
严格把关，只有具备一定规模、信
誉好、独具特色、愿为会员提供最
优福利、看中大河报强大宣传及传
播优势的商家和企业才能入驻。

2.企业如何为员工、客户定制
大河生活卡？

答：作为高端定制产品，大河
生活卡将为企业提供优质的员工
福利，并解决客户礼品采购、定制
服务方面“高端”不足的问题。还
可根据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个性化
产品，提升企业文化、展示企业形
象。详情可拨打400-888-9007
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大河生
活”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关于
我们-合作联系”中填写信息。三
个工作日内，工作人员会与您联系
并进行资质审核。

★想入驻、定制、代理大
河生活卡的，看这里！

福利再升级，中石油、仰韶、正道思达、和谐汽车等企业现场签约入驻……

关注“大河生活”微信公众号，消费者可线上购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勇冰 韩聪聪 牛洁 王永璐 文 白周峰 摄影

1.线上：关注“大河生活”微信
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点击“购卡
激活—在线购卡”即可进行购买；

2.线下：（1）郑州区域旅游销售
服务商，电话：0371-55022322，
18137777381，18137777298；（2）
郑州市内各创实不动产（创实·家）
门 店 均 有 销 售 ，电 话 ：
0371-86569732，宋经理；（3）洛阳
区 域 销 售 服 务 商 ，电 话 ：
18637970666，曹经理。

3.企业入驻、全省区域总代理
咨询电话：400—888—9007。

更多代理、合作商正在招募中。

大河生活卡正式启动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光辉颁发“001”号大河生活卡

中石油河南分公司与大河生活卡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