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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0日，河南手机报联
合漯河日报社共同创办的河南手机报
漯河版（统付版）正式上线，至此，河南
手机报统付分刊数量已发展到 93份，
用户数突破1600万。

为切实提高党的宣传舆论阵地的
覆盖面和影响力，集团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要求，与多方联手开设新版河南手
机报统付分刊，抓好手机报运营推广。
2017年以来，河南手机报已分别开通
了旅游版、许昌版、京华版、能源化工
版、体育版、大学生版、平煤神马版等分
刊，受到省委宣传部领导高度肯定，省
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还参加了京华
版、能源化工版分刊上线的有关活动。
目前，新版河南手机报已初步构建起省

市县三级传播体系，正在向着用户数
2000万的目标加速迈进。

这次上线的新版河南手机报漯河
版，是继 2010年上线的河南手机报漯
河版“个付版”之后的“统付版”，由漯河
市委、市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
向公职人员赠阅，用户稳定在5万户以
上。据悉，今年河南手机报三门峡版、
省人防版、省安监版等也将上线，河南
手机报统付版家族成员将达到100个。

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漯河
市委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许昌、洛
阳、南阳、开封、三门峡、鹤壁、安阳、济
源等省辖市报业媒体负责人参加了上
线仪式。 郭海方 朱晓玲

本报讯 3月16日，集团总经理张
光辉，省文投公司总经理孙书一一行，
赴北京文投集团学习考察。

北京文投集团成立于 2012年，业
务涵盖文化金融、文化内容、文化渠道、
文化贸易、文化功能区和“文化+”六大
板块，产业门类丰富。考察组一行先后
参观了北京文投集团创新工场及文化展
示中心，北京文投集团总经理戴自更介
绍了集团发展相关情况，河南文投公司

介绍了公司主要业务板块、主要工程项
目及发展方向。双方就加强战略合作
进行了沟通。

张光辉在座谈时说，北京文投集团
在发展中既有开阔的思路，又有明确的
方向，多元化发展效果显著，希望双方
在多领域达成战略合作。戴自更赞成
与河南省文投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并要
求指定专人进行对接，尽快制订并签署
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 李莹

（上接01版）
三是开场锣鼓做到先声夺人。两

会开幕前，集团编委会集中力量抓精
品、出力作，河南日报客户端精心打造
了原创微纪录片《进·城》，仅在河南日
报新媒体平台上点击浏览量突破 50
万。大河报推出原创微视频“春光”第
二季《从张庄奔“康”庄》，线上图文、视
频阅读量突破 100万。河南商报推出
微电影《让爱快速抵达》，总点击量突
破30万。

四是讲规矩守纪律彰显过硬作
风。会议期间，集团领导坚守夜班一
线，各单位、各部门一把手全员在岗、
全时在线，严格按台账和清单督导工
作。北京前方报道组不分昼夜连续奋
战，河南日报总编室、新闻出版部和各
媒体夜班人员常常加班到凌晨四五
点。新闻管理部集中清理临时微信、
QQ 群 66 个，确保信息传递和出版安
全，加强信息报送，及时收发各项宣传
指令要求，各媒体联络员听招呼、守纪
律，每晚坚持领取涉密信息，及时传达
到采编一线。发行人员每天天不亮赶
第一班车，确保将报纸第一时间送到
代表手中。

一是浓墨重彩做好习近平总书记
活动报道。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
书记先后到六个团组与代表委员亲切
交谈，共商国是。两会期间，凡有关习
近平总书记的报道，河南日报全部在
头版头题刊发，并在大河网、手机报和
两微一端平台重点推送。前方报道组
及时跟进，迅速组织代表委员，围绕总
书记重要讲话展开热议。

二是多元呈现准确解读政府工
作报告。河南日报精心策划推出解
读专版，提炼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硬
通货”，综合运用文字、数字、图片、漫
画、图表、大数据等方式，让人一目了
然。河南日报新媒体部推出创意趣

味 H5 作品《政府工作报告中为何藏
着一个冠军“足球队”》，短短几个小
时内，在河南日报客户端上点击量迅
速 上 升 到 10 万 +，阅 读 量 突 破 100
万。大河报梳理出报告中 9 个关键
词，借用古老甲骨文字，设计出 9个生
动形象的表情包，解读准确、方式巧
妙、通俗易懂。

三是严丝合缝精准聚焦两会重要
议程。编委会在每个重要节点、每篇
会议报道上都精心把控，确保既严丝
合缝，不出偏差，又灵活呈现，有效传
播。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国家主
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河南日报刊发

《万山磅礴看主峰 实干共筑中国梦》
《紧跟领路人 齐心迈步新征程》《撸起
袖子加油干 奋进伟大新时代》《这是
人民的共同心声》等报道，反映全省各
地干部群众争相表达欢欣鼓舞之情。
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报道中，河南日报
刊用新华社国务院机构改革10大关键
词图表，列出改革后职能部门设置，权
威准确、简单明了。大河报、河南商
报、大河网、河南手机报等媒体综合运
用小标题、关键词等手段，对方案内容
进行可视化呈现。

四是连天接地让自选动作更加入
心入脑。河南日报精心策划“聚焦河
南城镇化率突破 50%”系列报道，抢占
了两会舆论制高点。策划推出“我从
基层来”专栏，把笔触和镜头对准基
层代表委员，小切口呈现大主题，小
故事体现大内涵，使严肃新闻更加亲
和、更有温度。首次尝试中央厨房跨
地域联动机制，策划了豫黔渝三地省
级党报联动采访。大河报推出“致敬
40 年”系列报道，河南商报重点关注
河南领军企业，河南日报农村版、河
南法制报从三农和政法战线加强策
划，大河财立方精心打造“两会财访
谈”，精彩纷呈。

五是“四周年”特刊再树党报引领
新标杆。两会期间，适逢习近平总书
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四周年，河南日
报于 3 月 17 日重磅推出《奋斗新时
代 春意满中原》系列特刊，经系列媒
体集中推送迅速赢得满堂彩。截至 3
月 18日 14时，共监测到 328个有效信
息源，综合测算 PC端、移动端累计阅
读量上亿次，成为集团全国两会报道
的扛鼎之作，受到中宣部领导的高度
评价。

一是“总编有约”唱响河南好声
音。编委会集合旗下 9家上会媒体通
力合作，推出 12期“总编有约”视频访
谈。访谈采用网友最欢迎的短视频形
式，虽然只有短短 1分钟，但凭借质量
上乘的互动、内涵丰富的访谈、融媒形
式的呈现，引发网友关注好评。

二是“小薇跑两会”跑出靓丽风景
线。集团继续沿用和深化打造小薇品
牌，策划了《小薇跑两会·新时代河南
新名片》专题，点击浏览量超过 200万
次。

三是矩阵发力融媒产品再上新台
阶。此次两会，新媒体创意力度空前
大，融媒产品空前多，传播效果超给
力。大河报豫直播联合四川、重庆、湖
北、浙江等七省市，联动直播逛自贸试
验区，点击量10万+。大河客户端联合
川报观察、齐鲁壹点等八大客户端联
袂推荐稿件 100 余篇，总阅读量超过
2300万。大河网推出特别策划《致未
来的你》，迅速刷爆朋友圈，阅读量超
过25万。河南手机报“点赞新时代”活
动吸引河南团近一半代表委员在展板
前留下照片。两会期间，集团每天列
出中央厨房“美食”清单，对当日两会
融媒新产品进行集纳整合、二次包装
集中推送。

四是三级联动打通新闻传播生态
链。集团进一步延伸拓展与人民日报
中央厨房、全省党报联盟建立起的三
级联动平台，增强传播影响力。截至3
月 20日，21件两会全媒体产品第一时
间通过人民日报中央厨房进入全国党
媒公共平台，并快速全网分发。集团
新媒体产品被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公共
平台选用，累计阅读量达 1亿多人次。
充分发挥中央厨房“大河云”的作用，
为各省辖市党报提供前方报道团的代
表访谈等稿件，充分发挥了党报媒体
之间的互粉互推和同频共振，形成了
巨大的链条式传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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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考察北京文投集团

为出征前方的将士点赞。 杨致文/图

提升站位，高举高打，
努力实现党报引领新作为

创意迭出，融媒发力，
再次唱响盛会河南好声音

党报引领 融合创新

集团领导调研
海南新媒体绿都项目

本报讯 3 月 24 日至 25 日，赵
铁军社长、张光辉总经理和大河网
络传媒集团总经理韩嘉俊带领集
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海南新媒
体绿都公司调研并现场指导工作。

赵铁军社长一行首先来到海
南新媒体绿都项目建设现场，查
看项目建设情况，与现场施工人
员就施工进度、存在问题进行深
入交流。在听取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海南新媒体绿都公司总经理
陈明德关于项目建设进度、营销
和管理情况的汇报后，赵铁军社
长、张光辉总经理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

赵铁军社长对海南公司主动
作为、积极应对海南房地产市场政
策调控给项目推进带来的困难和
障碍，并在近期取得重大突破的做
法给予高度评价。看到海南公司
不等不靠创造条件办理手续、抓紧
时间加快施工进度，他表示对海南
项目充满信心，并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整体抢进度，区域造景观，奋战
一百天”的指导意见。他强调，要
按照时间表安排任务，交一批、验
收一批，交叉衔接施工。要高度重
视质量、安全和成本，详细规划、统

筹推进装修推介和交房工作，同时
做好市场调查、产品定位，为二期
工程奠定坚实基础、作好全面准
备。

张光辉总经理表示，集团将全
力支持新媒体绿都项目建设，帮
助解决困难。要优化施工流程，
保证如期完工，但不能为了赶工
期而放松成本控制、影响工程质
量。项目组要研究制定出一个详
细的兼顾进度、质量和成本的建
设方案，真正把项目建设成为政
治工程、民心工程、效益工程、名
片工程、廉洁工程。

海南公司分管领导韩嘉俊指
出，工期非常重要，现场施工人数
可以再增加。在雨季来临之前，一
定要抢工期、抓落实、严把关。一
定要认真贯彻集团党委对推动项
目建设的总体部署，坚持“进度是
前提，质量是关键，安全是根本，成
本是重点”的工作要求，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

调研期间，张光辉、韩嘉俊等
还对保亭项目周边在建、在售房产
开发项目进行了摸底调查，并与海
南新媒体绿都项目施工人员代表
进行了座谈。 李开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