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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
省“两会”报道“新、透、潮”

今年的省“两会”上，省政协委
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志和带来
一份特别提案，报业集团及时捕捉
这一“提案新闻”，调动优势资源，
全媒体呈现、多平台推送，在网上
兴起给南水北调中线干渠起名的
热潮，吸引到更多的网友参与到

“两会”中来。
“给南水北调工程起一个好

的名称，再加上有深度的解读和
宣传，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文化和
经济效应。”在提案中，张志和委
员认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作为
当今世界最宏伟的水利工程，已
经完工数年，应该有一个正式的
名称。究竟冠一个什么名称?张志
和认为：“可以集思广益，然后报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确定。在此之
前，可以网上征集，讨论和征集
的过程，会引起全社会关注和重
视这一宏伟工程。”

1月 26日，河南商报推出报道
《给“南水北调中线干渠”起个名
这个主意 你看如何》。

1月 26日 10时，大河网以《政
协委员建议给“南水北调中线干
渠”起名 报业集团邀您来参与》为
题推出报道，并在大河论坛开设话
题帖，在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多方
推送，短短 3个小时，就收获名字
2000多个。大河网迅速跟进，推动
持续发酵，这一话题在朋友圈呈现
刷屏之势。

1月 27日，河南日报以《“为南
水北调中线干渠起名”刷爆朋友
圈》为题作了报道;大河网以《怎么
为南水北调中线干渠起个好名字?
地名专家楚战国这样说》为题，让
专家为大家进行专业指导。大河
报刊发《渠名难倒“诸葛会”取名
难不倒机智的你——省政协委员
建议为“南水北调中线干渠”起名

大河报邀您参与》，以新媒体语言
和方式呈现在报纸上。

1月 29日，大河网以《为“南水
北调中线干渠”起名引河南省南水
北调办关注 称将向国务院积极反
映》为题，推出活动新进展报道。
从网友跟帖起名的质量来看，大

家都非常用心。丹水润京渠、京汉
大渠、复兴渠、振兴渠、中华龙渠、
华中渠、中华渠、华夏渠、济世渠、
惠民渠、盛世渠……这些响当当的
名字后，还附有相关解释。

阅评员认为，为“两会”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传递会议好声音，
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责。为“南水
北调中线干渠”起名活动的报道，
调动了网友积极性，最终受到相关
部门的关注和积极回应。将较硬
的提案软化为话题，增强了会内会
外的互动性，为这次“两会”报道增
添了一道亮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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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捕捉省“两会”“提案新闻”
报业集团为南水北调中线干渠起名引网友共鸣

本报讯 煤业和媒
体融合，千亿企业和千万
大报牵手，2月1日上午，
中国平煤神马手机报正
式上线。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有
关负责人参加了上线仪
式。

中国平煤神马手机
报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
河网络传媒集团旗下的
河南手机报联手打造，目
前第一批用户为 2 万名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干部
职工。中国平煤神马手
机报是新版河南手机报
上线以来创办的第 88个
分刊，也是新年伊始河南
手机报奉上的一道媒体
融合大餐。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河南手机报的发展，
2016年，省委、省政府印
发《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区建设方案》，特别指
出要支持新版河南手机
报运营与推广。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多次

对河南手机报作出批示，强调手机报是
离老百姓最近的“党报”，要全力以赴抓
好手机报推广工作。创办中国平煤神
马手机报，可以充分发挥手机媒体即时
高效、投放精准的特点，把省委省政府
工作部署宣传好、阐释好，把平煤神马
集团的辉煌成就总结好、传播好，一键
送达广大干部职工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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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河南省政协十二届一
次会议隆重开幕;1月 24日，河南省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
重开幕。

今年的省“两会”，不同凡响、意
义重大，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重要意义。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秉
承“大事大处理”的传统，从高度到厚
度、从内容到形式，引入“讲故事的基
本理念、基本方法”，每天都为广大受
众送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新闻大
餐，可谓精彩纷呈、亮点频闪。

从1月16日开始，报业集团所属
新老媒体主动加强策划，强势推出了
一系列“两会”原创新闻作品，为“两
会”召开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1月20日，河南日报客户端在视
频栏目“豫见热点”，重磅推出《“2017
年十件民生实事”办到您心里了
吗?》。主播走进社区、医院，带大家
切身体验“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
情”。节目播出后，在河南日报所属
新媒体平台上总阅读量很快突破 10
万人次。

1月 20日，大河客户端推出H5
《两会来了!请开始提问，大河记者帮
你带上会》，从房价、教育、就医、环保
等多个方面设问，回应广大群众关
切。22日，又重磅推出MV《空中丝
路有多赞，河南妹子给你侃》《吃着烩
面就糖蒜，全身就像过了电》。幽默
诙谐的文字、平易近人的语感、沾泥
带土的乡音，引发广大网友和粉丝的
强烈共鸣，成为省“两会”预热报道的
力作。

美好生活什么样?1月 16日起，
大河网联合团省委共同推出“两会”
特别策划《畅想我的美好生活》，通过
各行业青年给自己的 2035年写一封
信，立足当下、畅想未来。这组稿件，
淋滴尽致地反映了河南青年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昂扬饱满、积极向
前的精神风貌。

1月 23日，河南日报分别以《提
升履职能力谱写政协事业发展新篇

章》《回应新要求展现新作为》为
题，对政协十一届河南省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
告深入解读。报道围绕省政协全
面贯彻十九大精神，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改革发展，坚持履职为民、
促进民生改善等进行了突出报道，
既全面准确，又客观严谨，展现了
省政协把握大局、求真务实、开拓
进取的精神风貌。

1月 24日，河南商报精心策
划了 《提案诞生记》、从勤走基
层、窥朋友圈、随时记录几个方
面，引领读者一览政协“提案的
诞生”。报道最为惹眼的是头版的
导读图，该图以翻开的书本形
式，将报道核心内容一一列在图
中，既简洁明了又抓人眼球，创
意感十足。

1 月 25 日，河南日报高站
位、深解读，推出“两会”特
刊。其中前两个政府工作报告摘
要版，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为题，精
心设计了一张表现河南人民不断
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勇攀高
峰，以优异成绩迎接新时代到来
的画面;报道内容从过去五年的工
作回顾、五年来重点工作、今后
五年的工作任务等三个方面，综合
运用文字、图标、数字，条分缕析、
以纲带目，深入解读。后两个整版
则以“开启新征程中原更出彩”为
题，精心设计了一张表现河南人民
的新风貌、展示变化中的河南以及
人民群众获得感的画面;报道内容
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发
展质量效益，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增强发展动力活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 10
个方面，纲目并举、条分节解，作了
全方位解读。

综观整个特刊，解读深入全
面、客观准确，版面设计大气美观、
庄重典雅，形成强烈视觉震撼，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80后”、“90后”，已成长为社
会的主体力量。如何让网络时代

的他们积极关注“两会”、参与“两
会”，河南报业顺应技术变革大
潮，充分运用新形式、新技术、新
手段，把“有意义”的事做得“有意
思”，新闻产品明显带有“潮”、

“炫”等时尚特点。
1月 21日，河南日报客户端

特别策划推出H5《两会青春派等
你来加盟》，面向全省青年人招募

“两会”青年观察员，邀请他们针
对青年人感兴趣的热点，提话题、
谈观点，与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
交流碰撞。这款产品推出后，得
到了青年群体的热烈响应，阅读
量达到 25.7万人次，逾百名符合
条件的青年人报名加入“两会”青
年观察员团队。

1月 25日，大河报推出特别
策划——“跳一跳，读报告”有奖
互动游戏。抓住移动端年轻网络
用户特点，将省“两会”政府工作
报告的报道与时下网络爆款小游
戏“跳一跳”紧密结合，用跳动的
小人解锁 2018 河南人的幸福密
码。网友看着“两会”、读着报告、
玩着“跳一跳”还能闯关领红包奖
金，参与人数很快突破14万。

河南商报 1月 25日头版，以
墙体的形式将一面心愿墙展示给
读者，让人眼前一亮。在这面心
愿墙上，是省“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对 2018 年的谋划。报道围绕

“2018 年，我省要干哪些大事”，
从GDP、对外开放、中原城市群、
环境治理、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
的问题入手，在“新时代 新未来
2018 年河南两会”特刊中，用四
个整版的篇幅一一晒出。报道归
纳细致、标注明确，条理清晰、方
便易读。

阅评员认为，由这些“新”
“透”“潮”的语言、画面、游戏和包
装不难看出，报业集团在制作今
年的省“两会”新闻产品中，精准

“滴灌”目标受众，注重交流互动，
注重个体叙事、情节展示、细节挖
掘，实现了分众化、差异化的宣传
报道。这种精选内容、创新手段
的宣传报道方式，有效扩大了主
流媒体的影响力、引导力，值得充
分肯定和推介。

亮点一：预热阶段求“新”——
新的表达方式、新的传播载体

亮点二：会议报道求“透”——
讲“透”工作、解“透”《报告》

亮点三：产品制作求“潮”——
“潮”的语言、“潮”的包装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赵铁军
社长、董林总编辑：

1 月 22 日至 29 日，省
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郑
州隆重召开。这次会议是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我省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新时
代河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期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
次会议也是换届会，议程

较多，内容丰富，社会关注度很高。
作为我省舆论宣传工作的主力军和

主阵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按照省委要
求和大会宣传组部署，选派有经验、有实
力、有担当的记者，组成前方报道团队，
加强前后方各部门协同配合，精心策划，
认真组织，圆满完成了大会报道任务。
河南日报关于大会的报道完整准确、高
端权威，充分展现了大会盛况和政协履
职实践。河南日报系列报刊和新媒体作
品形式多样、精彩纷呈，全面立体地报道
了大会进程和委员的真知灼见。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的所有采编人员，在此次大
会报道中坚持正确晕论导向，严守宣传
报道纪律，坚持转作风、改文风，采写了
一批接地气、带露珠、有温度、有思想的
新闻作品，充分展现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和良好的行业形象，为大会的圆满成功
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作出了重要贡
献。

在此，我们对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领
导和所有参加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报
道的采编人员，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由衷
的感谢！祝愿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各项事
业蒸蒸日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办公厅
2018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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