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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本报讯 春节前夕，大河网
收到来自边疆的喜讯：成功中标
哈密日报社数字全媒体平台开
发项目。这是大河网在省外竞
得的又一大型数字信息化建设
项目，也是大河网技术研发市场
化转化方面取得的又一硕果。

杨智

本报讯 近日，中国报业
协会下发文件，对集团在制
定 《中国报业“十三五”信
息化建设与媒体融合发展规
划建议书》 工作中的突出贡
献进行表彰。参与制定建议
书的集团副总编辑肖建中和
网络中心田建光、李二梅获
得突出贡献奖。

又讯 近日，中国报业协
会发文表彰其分支机构——
户外媒体委员会为“先进集
体”，对其在引领全国报业户
外媒体融合创新发展上做出
的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
褒奖。户外媒体委员会由集
团任主任单位，秘书处设在大
河全媒体公司并负责具体运
作。大河全媒体公司也因此
获得中国报协媒体融合创新
奖、户外经营创新奖、行业发
展特别贡献奖等荣誉。

杨红星 黄达

大河网中标《哈密日报》
数字全媒体平台项目

集团获中国报协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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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17 日下午，集
团“融媒春训营”开营，首期培
训以VR技术为主题，这也标志
着集团为培养全媒体人才推出的

“惊蛰计划”培训大幕正式拉
开。集团领导赵铁军、王亚明、
王俊本和集团各媒体 600余名采
编人员参加了培训活动。

作为“融媒春训营”的开班
第一课，集团邀请了颇具实战经
验的 VR 媒体专家郝晓辉主讲。
他从VR技术基本原理讲到VR图
片视频拍摄，再讲到VR技术在

新闻传播中的运用，精彩的讲解
引来了阵阵掌声。

开场前半个小时，培训现场
就挤满了编辑记者。很多人在体
验区试戴VR眼镜，感受新技术
带来的新观感、新体验。开场
时，现场座无虚席，不少人临时
加座，甚至坚持站着听完了全
场。

去年 11月 7日，为使全体采
编队伍业务素养尤其是媒体融合
能力得到显著提升，集团以人才
培养为抓手，启动了“惊蛰计

划”。为配合计划的开展实施，
满足集团各媒体对全媒体复合型
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未来两个
月的时间内，“融媒春训营”一
系列培训活动将陆续展开。

据了解，系列培训活动将采
用开放式教学方式，针对媒体融
合发展深入推进过程中编辑记者
需要掌握的技能设计课题。根据
安排，集团一线采编人员必须参
加培训，通过学习强化互联网意
识，提升全媒体实操水平。

许会增 范昭 肖遥

本报讯 2月22日下午的大河
书局经纬店，类似“针尖对麦芒”的
讨论不绝于耳，如同新春第一场雪
后清冽的空气，来自集团各媒体的
青年采编人员刮起了一场强劲的
头脑风暴。

以搭建专属于青年采编人员
的交流平台、助力集团媒体融合转
型发展为目标，“融媒咖啡馆”在这
个初春开张。“融媒咖啡馆”是集团

“惊蛰计划”新亮相的品牌项目，旨

在组建一个创新思维、创意理念聚
集的开放式沙龙。赵铁军社长作
出专门批示，“希望（该项目）能真
正成为青年采编人员的交流平台，
业务和思想学习的课堂，报业文化
的家园”。

来自河南日报、大河报、河
南商报、大河网、大河客户端等
媒体的 13名青年骨干参加了首期
活动，大家围绕“融媒时代我们
究竟怎样转型”这一热点话题展

开全方位讨论，全情投入的气
氛，如咖啡香气一般浓烈。

“融媒咖啡馆”分线上、线下两
种形式呈现，线上以初步酝酿选
题、推选召集人为主，线下则“真刀
真枪”碰撞思维。该项目会伴随集
团媒体融合转型发展的深入推进
而长期开展，并且将以开放的姿态
吸纳集团各媒体、各单位更多青年
采编人员踊跃参与。

刘洋 肖遥

本报讯 2月 20日，集团与修武县
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在报业大厦举行。焦作市
委书记王小平，集团领导赵铁军、薛德
星、王亚明、王俊本、齐岸青、石晓林，
省文投公司孙书一，焦作市委常委、修
武县委书记郭鹏，焦作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贾书君等出席签约仪式，集团各
单位员工近300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近年来，旅游业迎来了密集的政

策红利和市场前景，逆势增长，是既富
财政又富民生的幸福产业、支柱产
业。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大力发
展旅游业，打造一批旅游名城和精品
旅游带。文化与旅游有着天然的结合
优势，此次报业+旅游的合作，就是平
台+风口的共赢，将会产生品牌提升、
拉动消费、撬动资本市场等叠加效应，
不仅将进一步扩大云台山的知名度、
丰富其全域旅游新格局，也将为集团

布局多元化文化产业书写新的篇章。
按照协议约定，双方此次跨界融

合、强强联合，将在云台山景区文化旅
游创意、旅游设施升级改造、旅游业态
完善丰富、品牌营销推广等方面进行
深度合作，合力奏响我省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的最强音，为持续扩大对外开
放、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现代服
务业强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刘春香

本报讯 2月
21 日，集团所属
河南手机报联合
许昌报业传媒集
团共同创办的河
南手机报许昌版
正式上线，这是
今年省市党报共
同推进媒体深度
融合送出的第一
枝“春消息”。许
昌市委书记武国
定，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社长
赵铁军出席仪式
并共同开通河南
手机许昌版，集
团党委委员、副
总编辑董林，大
河网络传媒集团
董事长王自合，
许昌市委常委、
秘书长王堃，许
昌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徐相锋，
省委网信办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以
及开封、洛阳、濮
阳 、漯 河 、三 门
峡、驻马店等省
辖市报业媒体负
责人参加了上线
仪式。

为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大
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深度
融合发展，河南手机报与许昌报业
传媒集团采取联合的方式，共同创
办了河南手机报许昌版。据了解，
自今年 1月 1日起，许昌市用统付
方式向全市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
以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
10余万党员干部统一发送试运行
的河南手机报许昌版，第一时间将
党委政府的权威声音、重大决策部
署精准、快速地传达到基层党员干
部“掌心”，切实提高党的宣传舆论
阵地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董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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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年会
获奖节目评选揭晓

本报讯 近日，集团年会“丁酉
年开年式”获奖节目评选揭晓。经
民主评议、部门推荐和领导审定，共
评选出一等奖3个、二等奖6个和其
他奖项7个。

为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振精
气神，营造融合发展、转型攻坚火热
氛围，集团党委决定举办这场年
会 。 年 会 主 题 为“CHuANG
XIANG”，包含畅想、畅享、唱响、创
想等多重含义。在活动准备阶段，
各部门、各单位踊跃报名，先后报送
了31个节目，其中16个通过初选并
登上年会舞台。

本次获得一等奖的节目是《成
长手册》（河南日报农村版演出）、

《共筑中国梦》（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演唱，中视新科、直属单位党委制作
视频）、《好人就在身边》（集团印务
中心演唱，直属单位党委制作视
频）。《舌尖上的大河》（大河酒店管
理公司演出）等节目获二等奖。另
评选7个最佳奖项奖，集团办公室等
6个单位积极协助组织活动获得贡
献奖。

李富春

本报讯 2月 16日，由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河南图片网
（库）与郑州市档案馆联合承办
的《世纪回眸——河南日报图片
网（库）历史影像展》正式面向社
会免费开放。

展出的 120 张历史影像图
片均来自河南图片网（库），由河
南日报历任摄影记者魏德忠、周
淑丽、张世勋、李永潭、耿则先等
和通讯员王轲、詹耀福等拍摄，
时间跨度为上世纪中后叶。河
南日报的记者把一个个转瞬即
逝的经典时刻、经典场景定格为
永恒，成为人们了解上世纪的珍
贵历史影像。

又讯 2月 21日，由图片网
全程承办组织的浙商银行郑州
分行开业仪式完美收官，不仅为
图片网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
伍，更标志着为客户提供整体视
觉解决方案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盈利模式更加清晰。 胡冰

《世纪回眸——河南日报
图片网（库）历史影像展》开展

集团600多名职工挤爆“VR”课堂

集团“融媒咖啡馆”开张

牵手云台山 涉足大旅游

本报讯 春季来临，大河速
递公司持续开展大河鲜奶推广
活动。大河速递四大分公司根
据区域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口
号，提振精神，鼓舞士气。同时
借助“大河吃货惠”微信公号等
手段，陆续推送文章，并以不同
形式的电子海报，持续进行宣
传，助推订奶上量。

胡炜东

大河速递开展
鲜奶春季推广活动

““惊蛰计划惊蛰计划””进行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