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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大河奔流再向顶端
行！8月5日，由世界品牌实
验室主办的(第十七届)“世界
品牌大会”在北京举办，会上
发布了2020年《中国 500最
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大河
报作为河南唯一上榜媒体品
牌，同CCTV、人民日报、凤凰
卫视等媒体品牌共同登榜。
这也是大河报连续第17年上
榜，今年位列中国最具价值品
牌 第 356 位 ，品 牌 总 价 值
162.35亿元，比去年增长了近
25 亿元，十年间增长近百
亿。

2020年《中国500最具价
值品牌》分析报告综合财务数
据、品牌强度和消费者行为等
进行综合评价，国家电网以
5036.87亿元的品牌价值荣登
本年度最具价值品牌榜首。
占据榜单前五名的还有工商
银行（4505.82 亿元）、海尔
（4286.52 亿 元 ） 、腾 讯
（4215.49 亿元）、中国人寿
（4158.61亿元），这些品牌已
经迈进世界级品牌阵营。在
媒体行业榜单中，共有35家
媒体单位上榜，其中CCTV、
人民日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分别以 3182.75 亿

元、879.66亿元、770.69亿元
位列三甲。

近年来，面对复杂的传媒
竞争格局和受众阅读习惯的
改变，大河报不断调整媒体运
营理念，实施了全媒体融合发
展战略。尤其是2018年以来
全力推进的全媒体融合改革，
重新激活了大河报全媒体新
闻生产力，逐步探索着一条

“浴火重生”的融合发展之路，
品牌含金量、影响力一再飙
升。

从“一纸风行”到“链接一
切”，目前的大河报已不再是
一张纸，而是初步构建了一
个报、网、端、微形态齐全、业
态先进的全媒体矩阵。通过
传统纸媒与新媒体的深度融
合发展，涵盖包括纸质《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大河财立
方和豫视频在内的“一纸三
端多平台”全媒体矩阵，拥有
4个自有传播平台和数十个
子品牌以及百余个账号的超
级 IP，总粉丝数已超过7000
万。

随着舆论生态、传播技
术、媒体格局变革日趋深刻，
大河报也走到了改革的关键
时期。未来，大河报将全力升

级打造品牌化移动传播旗舰
产品，发力全国移动传播第一
方阵，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主
流移动传播平台。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没有
阻挡中国品牌价值整体上升
的趋势，但是与去年相比，服
装、汽车、旅游、媒体等受疫
情影响大的行业入榜品牌数
量明显下降，而食品饮料、金
融、机械等“刚需”行业入榜
品牌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本
年度《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
牌》排行榜中，共有来自食品
饮料、轻工业、建材、传媒、纺
织服装、医药、机械等在内的
27个相关行业的品牌入选。
其中食品饮料业依然是入选
品牌最多的行业，共有85个
品牌入选，占总入选品牌数
的17.00%。入选数量位居第
二到第五的行业分别是轻工
(50个)、建材(39个)、传媒(35
个)、纺织服装（31个）。本年
度共有 53 个中国品牌的价
值超过1000亿，比去年增加
了6个。世界品牌实验室主
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
伯特·蒙代尔教授 (Robert
Mundell)说, 中国品牌的成
功是有目共睹的。

新形势下，河南如何做
好招商引资工作？5日，记
者获悉，省政府近日印发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招商引
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19条举措。
记者了解到，这19条

举措多维度、多方面为招商
引资工作“支招”。

意见提出，要丰富招商
引资模式方式，注重规划引
领，加强产业分析，加快产
业生态建设，推进产业基础
再造和产业链提升。重点
对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绿
色食品、汽车制造、生物医
药、新材料、现代纺织等先
进制造业，交通物流、文化
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现代农
业和其他新兴产业，编制产
业链招商图谱和路线图，建
立完善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储备库。探索实行产业链

“链长制”。紧盯“头部企
业”和细分行业领军企业、

隐形冠军企业，吸引其在豫
设立企业总部、区域总部和
研发、结算、物流等重要功
能性机构。瞄准境内外核
心节点企业和知名商协会、
投资促进机构，开展产业招
商，建设特色产业集群。

意见明确，鼓励各地
设立招商引资专项资金，根
据新增地方财力、新增固定
资产投资和实收注册资本
增资等，对招商引资落地项
目给予不同等次的支持奖
励；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
重点扶贫招商项目前期费
用给予一定资金补助。对
引进世界500强、中国500
强企业等重大招商项目，按
照“一企一策”“一事一议”
制定推进方案和扶持政
策。对成功引进外来资金
的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企
业（不含政府部门及自然
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
应奖励。

课后服务优先保障小学低
年级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等亟
待服务群体的需求。郑州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
步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
确提出，实施课后服务免费提
供,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
费。

根据了解，《通知》的出台，
是为了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
力,缓解中小学生课后家长工
作时间管理难问题,积极回应
社会对课后服务需求,促进中
小学生健康成长。

如何破解中小学生“放学
早、接送难”矛盾？《通知》提出，
充分利用学校在管理、人员、场
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以提供
课后延时服务为基本内容,以
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为补
充,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小学生

课后服务工作,减轻中小学生
过重课外负担,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

《通知》强调，课后服务坚
持公益性、服务性原则。各学
校要充分发挥课后服务主渠道
作用,以服务群众为宗旨，实施
课后服务免费提供,严禁以课
后服务名义乱收费。课后服务
对象为有服务需求的义务教育
阶段中小学生。优先保障小学
低年级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等
亟待服务群体的需求。

课后服务时间主要指正常
上课日的中午和下午课后,下
午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为18
时左右。具体时间由各县(市、
区)、开发区确定,不同季节可
适当调整。

服务内容主要是安排学生
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
科普活动、娱乐游戏、拓展训

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
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严禁
将课后服务变相为集体教学或
集体补课。鼓励中小学校组织
开展学生综合实践活动。

《通知》强调，课后服务工
作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
规律,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学校要在服务内容、形式
和组织上做好充分的筹备、规
划和部署,既有益学生身心发
展,又能够使学生喜闻乐见,确
保在不增加学业负担的情况下
使学生享受到高质量的课后服
务。

根据了解，课后服务工作
主要由在职教师、退休教师担
任。要积极发挥家长委员会作
用,鼓励家长自愿参与学校课
后服务工作。鼓励社区、高等
院校、企事业单位免费提供人
才、设施等资源支持课后服务
工作。

大河报品牌总价值162.35亿元
连续17年荣膺“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书贞 实习生 孙梦雨

郑州市明确课后服务免费提供
优先保障小学低年级学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鼓励各地设立
招商引资专项资金
省政府出台19条重要举措助力招商引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是一家国际化的品牌价值研究机构，全资附属于世
界领先的战略咨询和商业传播公司—世界经理人集团，由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
ert Mundell教授担任主席。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专家和顾问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
省理工学院,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等世界顶级学府，其研究成果已经
成为许多企业并购过程中无形资产评估的重要依据。

相关链接

在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中，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7月23日，记者在南阳市牧
原股份获悉：疫情期间，牧
原股份的员工总数由5万
人增加到现在的9万人，扩
招近一倍。

“2020年上半年，牧原
股份新开工了400多个项
目，其中在河南省有102个
项目，这些项目在今年都会
陆续建成投产，将增加生猪
产能超过1000万头。”牧原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袁合宾说。

在业绩向好、政策加持
等多项利好下，牧原正积极
扩张，在稳就业、稳投资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据悉，牧
原股份员工人数已增加到9
万人，其中在疫情期间增加
了 4 万人；在产业带动方
面，牧原养殖场的建设，为
每天超过10万名建筑工人

提供工作机会，同时牧原股
份还带动上下游约20万人
实现就业。

同样位于南阳市的想
念食品，作为挂面界的龙头
企业，也在积极担起相应责
任。据介绍，无论是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还是洪涝灾害，
想念食品总能延续一碗面
的温度，第一时间驰援。

飘安集团作为疫情期
间备受关注的企业，在紧要
关头第一时间恢复生产，为
武汉防疫一线提供了13万
件医用防护服，获得了国务
院新冠肺炎联防联控医疗
物资保障组的感谢。今年5
月，面对国内疫情防控的长
期需要和国际疫情的不确
定不稳定因素，飘安决定启
动专门面向国际市场的防
护用品出口加工基地项目，
经过高效的接触沟通，项目
最终选择落户在南阳卧龙
综合保税区。

“六稳”
“六保”
看河南

南阳龙头企业同频共振
主动担起“保就业”重任

河南最大“猪倌”
带动上下游
20万人就业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贾永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