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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闻

集团新版“中央厨房”盛装亮相
本报讯 六十八载雄心
壮，媒体融合展新颜。6 月 6
日 ，河 南 日 报 报 业 集 团 新 版
“中央厨房”正式启用，
“ 走进
百村——脱贫攻坚的河南故
事”摄影展同时开展。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出席启用
仪式并为摄影展揭幕。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赵铁
军，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庆，
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
主任王亚明，省广播电台副台
长张大宝出席启用仪式；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薛德星主
持仪式；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编辑董林代表集团与 18 个省
辖市党报负责人签署了“共同
踪、信息沟通、数据反馈等功
行动”计划纲要；集团领导朱
能，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实现
永 飞 、王 俊 本 、张 光 辉 、王 国 “多点采集、中央汇聚、多平台
庆、肖建中、高金光、石晓林、 发布、全时段传播”，积极推进
王自合，省文投公司总经理孙
在内容生产、传播方式和经营
书一，大河网络传媒集团领导
模式全领域的深刻变革。
韩嘉俊、孟磊出席启用仪式并
“走进百村——脱贫攻坚
参加了相关活动。
的河南故事”摄影展，展示了
一年多来，报业集团不断
河南日报摄影记者王天定历
完善“中央厨房”的建设运行， 时一年多，深入全省 18 个省辖
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新版
市 104 个贫困村拍摄的上千幅
“中央厨房”运用移动互联网、 照片，用纪实手法讲述了一个
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 个脱贫攻坚的生动故事。
通 过 新 闻 线 索 采 集 、选 题 跟
赵素萍详细观看照片并

赵素萍部长通过大屏幕与一线记者进行连线
听取介绍，她指出，这些照片
记录了我省贫困村发生的巨
大变化，宣传了脱贫攻坚的重
要意义。王天定深入基层、扎
根群众，体现了河南日报的优
良传统。广大新闻工作者要
对标先进，深化“走转改”，多
创作“沾泥土”
“带露珠”
“冒热
气”的精品力作，完成省委部
署的各项重大宣传任务。
在全媒体指挥中心，依托
“中央厨房”三级联动平台，赵
素萍分别与人民日报“中央厨
房”
工作人员、
人民日报驻虞城

县贫困村第一书记以及部分省
辖市党报在脱贫攻坚一线采访
的记者，通过大屏幕进行了实
时连线;听取了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新版
“中央厨房”
和新版客
户端的建设运行情况汇报，并
推送了客户端接入新版“中央
厨房”
后的第一条新闻。
赵素萍指出，报业集团
“中央厨房”功能强大、自主
创新路子正确，感受到了主
流媒体壮大的力量，体现了
责任与担当。她强调，要以
“中央厨房”为引领，加快构

河南能源手机报正式上线
本报讯 5月31日，
河南能源化工
办河南能源手机报，就是要发挥手
集团、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中国移动通
机媒体即时高效、受众广泛、投放精
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强强联手，
一份
准的特点，及时高效把省委省政府
酝酿了三年之久的行业手机报——河
工作部署宣传好、阐释好，把河南能
南能源手机报正式上线。省委常委、 源化工集团的辉煌成就总结好、传
宣传部部长赵素萍出席上线仪式。
播好，一键送达广大党员干部的“掌
赵铁军社长在致辞中说，创办河
心”，为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全面打赢
南能源手机报，为全省大中型国有 “二次创业”攻坚战，加快实现“行业
企业开了个好头，树了个样板。创
领先、国际一流”目标，注入舆论正

能量。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庆，省网
信办主任何彧，薛德星总经理，董
林总编辑，大河网络传媒集团领导
王自合、韩嘉俊，河南能源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
南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上
线仪式。
赵继红 张平

集团与中原证券战略“牵手”
本报讯 5 月 31 日，集团与中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在河南传媒大厦成功举行。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素萍
出席签约仪式。赵铁军社长与中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菅明军分
别致辞。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周小全和大河网络传媒集团董事
长王自合在协议上签字。薛德星总

经理主持签约仪式。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王庆，董林总编辑等出席了签
约仪式。
赵铁军表示，此番中原最具影
响力报业集团与河南唯一法人券商
再度强强联手并战略合作，不仅是
双方相向行走亲上加亲的又一佐
证，更是移动互联时代“媒体+金
融”商业模式的最新探索，还是河

南文化产业与金融豫军深度互补互
融的又一次大胆尝试，必将进一步
有效发挥报业集团品牌影响力、媒
体传播力、用户覆盖力的优势，发
挥中原证券作为金融豫军代表性企
业的优势，催发更深层次的化学反
应，共同打开“媒体+金融”合作
的一片新天地。
古筝

“脱贫攻坚记者蹲点”活动深入开展
本报讯 6 月 14 日，集团举行“脱
次集中展示我省打赢脱贫攻坚翻身
贫攻坚记者蹲点”
采访活动出发仪式， 仗的重要发布形式，我们一定要充分
赵铁军社长作动员讲话；董林总编辑
展示好在中原大地上进行的脱贫攻
宣读《集团“脱贫攻坚记者蹲点”活动
坚战，展现好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脱
方案》；王国庆副总编辑，大河网络传
贫攻坚翻身仗中的精气神;同时也是
媒集团总编辑孟磊参加出发仪式。
一次很好的深入基层的机会，大家一
根据省委宣传部在全省新闻战
定要把实践和基层当作最好的课堂，
线组织开展“脱贫攻坚记者蹲点”采
把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用生动的笔
访活动的安排，集团抽调河南日报等
触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新变化和实
7 家媒体 30 名记者编辑，
兵分 25 路深
实在在的获得感。
入全省 25 个贫困村开展蹲点采访，
每
赵铁军社长要求，采访报道要认
路记者固定采访一个村，蹲点采访总
真谋划，指定专人负责;采访稿件、蹲
天数不少于 15 天。
点日志要亲自把关，媒体上要开设
赵铁军社长指出，蹲点采访是一 “蹲点日记”专栏;蹲点记者要俯下

身、察实情，真正使自己“沉”下去，与
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注重融媒体传
播，要创新报道方式，在新闻视角、叙
述模式、刊播方式等方面下功夫，挖
掘出好新闻，采写出好稿件。
出发仪式举行后，
董林总编辑率队
出发采访，
集团所属媒体也纷纷出发。
活动启动以来，河南日报、大河
报等传统媒体共刊发稿件 20 余篇；
河南手机报 12 篇、大河网 26 篇；河南
日报客户端近 30 篇、大河报客户端
20 篇，为助力脱贫攻坚营造了良好
舆论氛围。
杨伟

建融媒体采编发流程;充分发
挥“中央厨房”功能，打造
报业集团全媒体核心品牌，
激活各级党报潜力，构筑强
大 融 合 优 势; 加 强 一 体 化 管
理，构建全媒报道格局;积极
探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尽
快培育一批适应媒体深度融
合的人才队伍。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要切实发挥好引领带
动作用，壮大自我、提升
“四力”、服务大局，为媒体
融合发展积累经验、创造模
式。各省辖市所属媒体要认
清形势、坚定信心，共同构
建我省立体多样、深度融合
的现代传播体系。
仪式现场，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与全省 18 个省辖市党
报签署了“共同行动”计划
纲要。报业集团将为省内各
报业媒体提供新型内容生
产、大数据运营、政务服
务、舆情监测处置等应用，
实现指挥调度、选题策划、
采编联动、分发传播等全流
程融合，努力构建纵向贯通
省市县、横向汇聚媒体和党
政部门的区域性生态型媒体
融合平台。
刘勰/文 邓放/图

集团领导
赴扶贫村慰问
本报讯 近日，多位集团领导赴
集团扶贫点登封市石道乡赵庄村，看
望慰问困难群众，了解脱贫攻坚帮扶
情况。
6 月 16 日，集团总经理薛德星等
一行 7 人来到赵庄村，
了解当地村情，
同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员、乡
镇干部、村党总支委员会和村民委员
会成员进行了座谈。薛德星还走访
慰问了两户困难群众，代表集团送去
慰问品，详细询问了困难家庭的经济
来源、身体状况、家庭成员以及生产、
生活、就医等方面情况，鼓励他们要
利用好党的精准扶贫政策，早日完成
脱贫，叮嘱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和村干
部时刻关心困难群众的生活，想方设
法解决群众关心、关注、关切的问题，
推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建设和谐稳
定新乡村。
6 月 14 日至 15 日，集团总编辑
董林来到赵庄村，了解脱贫攻坚帮扶
情况并看望慰问了困难群众。在流
转的 500 多亩艾草种植基地地头，董
林认真查看了艾草的生长状况，了解
这方面的市场行情。随后走访了两
户贫困家庭，在两户家里，董林认真
查看贫困户明白卡，与他们攀谈了解
情况。14 日晚，董林还带领记者在
“脱贫攻坚记者蹲点”的采访点——
登封市石道乡西窑村，深入进行了采
访。然后，在驻村第一书记张雪霞等
人的陪同下，来到贫困户史谦和家，
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家常、说政策、谈
帮扶。
6 月 14 日上午，集团副总编辑王
俊本与集团离退休职工党总支代表、
离退休职工管理部的同志等相关工作
人员，专程到赵庄村举行了集团爱心
图书捐赠仪式，将离退休老同志捐赠
的近2000册图书交到集团驻村第一书
记何高峰同志手中。
张敬文 王华岗 许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