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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媒体金融会师

融合转型发展

2017 大河财富中国论坛成功举办
本报讯 12 月 16 日上午，由
集团主办，大河报社、大河财立
方承办的 2017（第十三届）大河
财富中国论坛暨大河财立方创
立大会盛大开幕。来自全国各
地的专家、企业大咖等千余人齐
聚一堂，共话“新时代机遇新改
革红利”。
新成立的大河财立方成最
大亮点，标志着中原传媒业巨头
与“金融豫军”胜利跨界会师。
省政协副主席张广智，集团领导
赵铁军、薛德星、董林、王自合共
同启动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
平台上线。
张广智在讲话中表示，欣喜
地看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认真
宣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不断
突破自我，锐意创新，切实担起
新型主流媒体的责任。
“ 今天上
线的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
台，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旗下
大河报深化改革的又一项新成
果，也是我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的一次大胆创新。”
赵铁军社长在开幕式致辞
中表示，13 年来，论坛紧跟经济
社会发展步伐，以媒体人“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
神，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
为，不断转型，持续传播先进商
业思想，为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
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一
路走来，大河财富论坛的嘉宾数

省领导批示表扬集团宣传工作

本报讯 12 月
6 日 ，省 政 协 副 主
席张广智在集团
主 办 的《大 河 舆
情》上作出批示：
《大 河 舆 情》
办得很有特色，能
够紧密结合河南
实际，敏锐把握舆
情，服务河南经济
社会发展，希望更
加 努 力 ，越 办 越
好。
又讯 12 月 17
日，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张立勇在
12 月 14 日河南日
报 14 版刊发的《用
“ 爱 的 审 判 ”留 住
家的温暖》上作出
批示：
这篇报道虽
然 放 在 14 版 ，但
大标题却十分醒
目 ，再 顺 着 题 目 ，
读读内容，看到宁
陵法院在家事审
判方面的一系列
改革创新举措，很
是引人入胜。感
谢马涛记者的报
道。请宁陵法院
百尺竿头，再进一
步。
邸文

崛起的中原地区，也急需一块与
中国、与世界对话的财经新闻舆
论高地，大河财立方全媒体平台
恰恰填补了空白。董林总编辑
表示，大河财立方全媒体平台的
盛装上线，是我省媒体融合改革
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媒体深度融合开启了新
篇章。
同 日 ，集 团 领 导 与 中 原 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菅明军
等股东代表共同见证河南大河
财立方传媒控股有限公司扬帆
启航。该公司由报业集团携手
金融豫军的主力，包括中原金
控、中原证券、中原资产、郑州
投资控股、华隆基金等组建而
成，将有效配置股东层面在各
自领域的牌照优势、平台优势、
资源优势和互补优势，运用大
省政协副主席张广智（中）与集团领导共同见证大河财立方上线
数据、云计算等提升金融服务
水平，构建国内财媒界首家金
量和层次不断提升，所涉行业领域越来越多， 果。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台以大河报财
融投资服务链接商。
合作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成为在豫
经新闻为基础，整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
1 天半的会期，30 多个小时
企业和金融豫军的发展史册，成为展望全国、 网络传媒集团优质财媒资源，
着力打造中原地
内，近 50 个场景频密切换、交替
眺望世界的知名财经论坛品牌。
区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全媒体“新旗舰”。讲好
上演，场次密集度和形式创新度
“作为我省新闻舆论展现的主阵地、主力
河南故事，讲好提质出彩、高质量发展的河南
均创历届论坛之最。不仅如此，
军、
主渠道，
近年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坚持党
经济故事，讲好河南企业和企业家故事，是即
从形式创新上看，
“ 中原金融 50
报引领、移动优先，奋力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
将亮相的“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平台”的重
人论坛”
“董秘之夜”
“中原发布”
发展。
”
赵铁军社长表示，
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
要使命。
“基金先生之夜”等均为今年首
体平台，是根据《河南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
目前，随着财经阅读移动化成为主流形
创，大河财立方“财媒+金融”之
展实施方案》应时创设，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态，新一轮财经话语权争夺战已经开打。北
使命正在被生动践行。
盘活资源、深化改革、融合转型的重要战略布
有隶属于新华通讯社的中国财富传媒集团，
侯梦菲 段伟朵/文
局，也是河南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最新成
南有广东的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经济快速
许俊文/图

牢记使命嘱托 重温庄严时刻
——集团多个基层党（总）支部重温入党誓词

简讯

集团计财部
两位同志获表彰
本报讯 近日，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和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分别对全国和全省
2017 年度新闻出版统计工作
先进个人进行表彰，集团计划
财务部杨书焱同志获全国先
进个人称号，苏国鹏同志获全
省先进个人称号。
苏国鹏

本报讯 近期，集团基层党组织以多种形式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学习活
动，多个党（总）支部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回顾入党宣誓时的庄严承诺和坚
定决心，教育党员自觉遵守党的章程，
终身践行入党誓词。
邸文

集团举办品牌大讲堂活动
本报讯 12 月 20 日，
由中国商务广
告协会和集团共同主办，大河全媒体广
告公司承办的 2017 品牌大讲堂活动举
行。赵铁军社长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
省内数百家知名企业的负责人近 3000
人济济一堂，聆听了中国品牌界顶级专
家、新锐品牌力量代表在新时代下对品
牌未来趋势、品牌与商业的新变局等方
面的独到见解。
赵铁军社长在致辞中说，品牌是综
合实力的象征，是国际市场的通用语
言。挖掘好、讲述好河南品牌故事，是
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报
业集团坚持党报引领、移动优先，加快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初步形成了涵盖纸

质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户外媒体
的现代传播体系，
“报网联动”展示河南
品牌自立自强、接续奋斗的创新之路，
讲述河南品牌敢为人先、艰辛创业的生
动故事，为世界了解河南品牌打开了一
扇窗，今后，报业集团要继续用传媒营
造河南品牌发展壮大的良好舆论环境，
为培育更多有中原特色、国际水准的中
国品牌、国际品牌贡献力量。
活动中，中国商务广告协会会长李
西沙等专家，分享了极具张力的品牌创
意，解答了在品牌定位、营销过程中困
扰企业的疑惑，为中原品牌经济的未来
发展明确了支点和方向。
丁大勇

离退休部荣获
“畅谈”
“建言”
活动先进单位
本报讯 近日，集团离退
休职工管理部被省委老干部
局评为全省“畅谈十八大以
来变化、展望十九大胜利召
开”
“ 建言十九大”活动组织
工作先进单位。
许江

集团档案管理
工作再获殊荣
本报讯 12 月 8 日，省档
案学会召开第七次会员代表
大会暨七届一次理事会，集团
档案室被评为“第六届河南省
档案学会先进集体”，陈建军
同志被评为“第六届河南省档
案学会先进个人”。
陈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