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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大河
开启一场财媒新征程

2017年，中国新时代
大门轰然开启。

各行业变革风驰电掣，
消费、投资、贸易等领域的
生态转型倏然降临。国内
媒体融合同样步入深水区，
在此背景下，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大河报打造的融媒转
型全新平台——大河财立
方，开始了自己的新征程。

它与大河报另外两大
融媒转型平台大河客户端、
豫直播一起，各担使命，互
为支撑，无畏风雨，携手同
行。

这一年间，大河财立方
不断从低维度业务向高维
度平台进化与跃迁。而这
并非易事。重建链接、精准
赋能，“升维”之路就像一次
漫长修行。

全国两会、河南两会、
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一整年的财
经要事现场，几乎都有“大
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的
身影；对新飞电器重整、郑
州银行IPO、双十一狂欢、
柠檬树装修公司失踪等焦
点财经事件，也即刻跟进，
从未缺席。

在纸质端，“两报一刊”
的阵地坚实：河南日报融媒
版面，60余篇“大河财立方”
财经专栏文章不断，持续影
响高层人群；大河报日常财
经报道、《大河财立方》周刊
不断讲好“河南财经故事”，
《极刻》《创见》两大品牌栏
目，迅速收获一批拥趸。

在移动端，大河财立方
微信公众号聚合一批高端
精准粉丝；官方微博阅读量
累计近10亿；客户端正在
以秒级的速度发布新闻；今
日头条号、百家号、企鹅号、
一点号等多个第三方流量
平台全线分发，东方财富、
雪球等专业财经平台深度
合作，形成了立体的财经新
闻矩阵。

重建链接
策动一场深刻升维战

面对传媒业巨变，大河
财立方应《河南省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文
件精神顺势创设。

大河财立方的创设，吸
引了多家省内顶级金融机
构的积极响应，包括中原证
券、中原资产、中原金控、郑
州投资控股、华隆基金等纷
纷加入。传媒航母与金融
豫军的会师，让新生的大河
财立方自带“复合基因”，其

“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财经
全媒体平台”和“国内财媒
界首家金融投资服务链接
商”的双重定位，注定大河
财立方要开启一段“不走寻
常路”的新征途。

重建链接，精准赋能。
短短一年，大河财立方以

“财媒+金融”为战略支点，
以“链接世界，赋能中原”为
使命担当，努力从低维度业
务向高维度平台进化与跃
迁，趟出了一条独特的“升
维”成长之路。

极速拓展资讯链接。
壮大广众分发，构建精准分
发，培育订阅分发。一款舆
情神器，两大品牌栏目，十
类私享秘服，30+分发出
口，200万精英覆盖，累计
发布原创整合稿件1.8万
条，AI小明写稿2万多条，
各平台总阅览量10多亿
次。

扎实布局金融链接。
夯实财富管理公司，设立商
业保理公司，创建立方少年
平台，启动香港资本直通
车，在“金融服务链接商”的
战略路径上一路疾行。

创新开拓店商链接。
聚焦新零售，赋能中小微。
立方先生店一经推出即广
受欢迎，目前入驻商家已覆
盖金融、地产、汽车、珠宝、
快消等多个主流行业。

着力升级线下链接。
财金课、投融汇、私享会、推
介会、名家讲坛、中原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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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年，我们从一张纸，收获一个立方的世界；
微微一束，我们燃一粒光，撞出一片斑斓的景象；
轻轻一岁，我们用一支笔，点睛一场宏阔的未来。

——题记

它是改革的星火，它是创新的粒动，它是勇气的投射，它是梦想的开篇。
一年前，一支笔，一群人，一个梦，御风而起；一年来，铅与火，光与电，网与融，初心不忘。
拆栏，创造，破局，重构……在往复不止的经济潮涌中，洞悉不绝如缕的商业万象；用浓墨的笔、无形的剑、温暖的手，在“财媒+金融”的世界纵跃驰骋。
携大河基因，闯融媒之路。链接世界，赋能中原。365个日夜，“大河财立方”凝心聚气，向阳前行，恰如一粒耀眼微光，碰撞出一片斑斓天地。

大河财立方是根据
《河南省推进媒体深度融
合发展实施方案》文件精
神应时创设。是一项立体
综合的品牌工程，主要包
括财经全媒体平台和投资
运营平台两大部分。其基
本定位是财媒+金融，相
互赋能。

“大河财立方”财经全
媒体平台，主要以大河报
财经新闻为基础，整合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网
络传媒集团的优质财媒资
源，牢牢确立移动优先战
略，构建立体分发通道和
传播生态，着力打造中原
地区最具影响力财经全媒
体平台。

“大河财立方”投资运
营平台，则是引进多家国
有战略投资者尤其是“金
融豫军”，包括中原金控、
中原证券、中原资产、郑州
投资控股、华隆基金等共
同发起组建河南大河财立
方传媒控股有限公司，构
建国内财媒界首家金融投
资服务链接商。

创设大河财立方，是
河南“文化名片”大河报转
型升级的扛鼎之作，是中
原传媒航母和金融豫军的
跨界会师，是河南媒体融
合与本土金融升级的攻坚
样本，是移动互联时代践
行“多维链接与立体赋能”
商业模式的迭代探索。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左三）参访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由郑州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联合主办的香港交易所2018精品证书课程现场。

财富论坛……立方线下营
多点开花，全面绽放。

大河财立方不是“一
个人”在战斗。一年来，在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
网络传媒集团和母体大河
报的滋养下，在优质股东
队伍的赋能下，大河财立
方人全速奔跑，“重建链
接，有序升维”之路已渐次
铺开。

与“升维”相伴随的，
是大河财立方“朋友圈”不
断扩容。目前，财立方已
与国内十多家顶级互联网
企业、近百家金融机构和
几乎所有的上市豫企形成
不同程度的合作协同，链
接赋能中小微的努力也正
待开花结果。

精准赋能
搭建一方精彩线下营

一年来，回看广阔舞
台，大河财立方精准赋能，
线下营一路开拓。

让资本与资产相连。
全国“双创”进入转型升级
关键期，河南省发改委、省
政府金融办、河南证监局
主办的中原路演，交由中
原证券和大河财立方联合
承办。大数据、人工智能、
新能源、新材料、农业科技
等新经济领域30余家路
演企业登台，200余家投
资机构热情参会，搭建起
高质量投融平台。

让中原与全国相连。
服务政府推介活动，大河
财立方承接的“豫见中原

基金岛”北京推介会引发
广泛赞誉，来自全国及省
内的近百家投资机构和
60余家媒体到场，对蓄势
待发的中原产融经济心生
期待。

让内陆与海外相连。
香港资本市场改革浪潮来
袭，首次落地香港交易所
公益讲座。联合港交所与
郑州大学、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等共同举行“2018国
际资本市场前沿动态”精
品课，为河南本地金融从
业者洞悉资本市场前沿动
态提供了学习机会，也打
开了一扇优质企业开疆拓
土的窗口。

让“今天”与“明天”相
连。走过十三个春秋的

“大河财富中国论坛”，已
成为中原财经界的“超级
IP”。2018年新一届论坛
上，多维创新元素的增加，
将把河南经济建设的好故
事和新成就，传播得更广、
更远。

…… ……
短短一年，“立方线

下营”足迹遍布诸多细分
领域，已经开展线下活动
近百场，线上线下参与互
动累计超百万人次，场景
不断裂变，内涵日益丰
富。

一年很长，一年很
短。一年足以收获责任、
信念、友谊；一年足以浇灌
坚忍、乐观、理想。

源于大河，盛于融汇，
沛于广纳，铿锵融媒，在路
上。

关于大河财立方>>>

成立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