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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与北京大学合作

第五届博雅榜成功举办
本报讯 在当前最热的网络视
频业界，谁家产品最受欢迎，哪些
视频最得好评？5 月 25 日揭晓的
第五届“博雅榜”给出了权威解答。
5 月 25 日,集团与北京大学等
全国 12 所高校合作，在河南大学
举办“安信杯”第五届中国网络视
频满意度博雅榜发布会暨大河新
媒体发展论坛。
国务院参事室新闻顾问、中央
文史研究馆馆员赵德润，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祝燕南，省网信办主任郭岩松，集
团总编辑董林，河南大学党委书记
卢克平，集团总经理张光辉，省记
特色栏目十强获奖单位领奖
陈晓东/图
协副主席王亚明，省通信管理局巡
全国网络视频的发展提供了参照， 画、网络电影、网络综艺和特色栏
视员赵会群，省纪委派驻集团纪检
目等进行定量分析，并将分析结果
组组长朱永飞，副总编辑肖建中， “网络视频哪家好，博雅榜上见分
晓”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在未
交给学界专家进行评分。这种利
副社长高金光，集团党委委员、大
来，博雅榜不仅是一个荣誉榜，更
用新媒体、新技术与专家独立判断
河网络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王自
要成为网络视频的风向标和导航
相结合的评比方式，最大限度地保
合，大河网络传媒集团公司总编辑
仪，以榜样带动促进网络视频业快
证了评比结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
孟磊出席发布会，并为获奖代表颁
速健康发展。
权威性。
奖。
中国网络视频满意度博雅榜，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五大类节
董林总编辑在发布会上致
由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的
目前 10 名的获奖代表上台领奖。
辞。他向来宾介绍了集团的发展
科研团队通过网络搜索和语义分
大河新媒体发展论坛今年的
现状以及在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
析技术，按照网络关注量、好评率
主题是：
“ 新 时 代·新 媒 体·新 责
合方面的积极探索。
和点击率等指标，对上一年度在全
任”，与会专家围绕这一主题发表
董林指出，博雅榜凭借评比结
国主流网站播出的网络剧、网络动
了真知灼见。
王磊 王志昭
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为

集团举办全国著名书法家十九大报告作品展
本报讯 妙笔书写初心，翰墨
描绘使命。6 月 1 日上午，由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中原出版传媒集
团、省文联联合主办的“不忘初心
再出发——喜庆河南日报创刊 69
周年 全国著名书法家十九大报告
书法作品展”在河南日报报业大厦
开展。
此次展览，是厚植中原热土
69 载的河南日报联合全国书法名
家，对新时代的深情讴歌。展览共

展出省内外书法名家 50 幅书法作
品。书法家们用生花妙笔忠实书
录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
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和重大
举措。一幅幅书法佳作，书写的是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重要价值和深
远意义，展示的是中国传统书法的
艺术之美，反映的是令人振奋的中
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展
览吸引了集团员工和社会各界人
士纷纷前来观看。

在随后举行的书法研习交流
活动中，著名书法家周俊杰与大家
分享了书法心得，并现场挥毫。
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中原
出版传媒集团副总裁马雪、省书法
家协会名誉主席周俊杰、省书法家
协会主席杨杰，集团领导董林、张
光辉、朱永飞、高金光、石晓林，省
文投公司总经理孙书一，大河网络
传媒集团总经理韩嘉俊、总编辑孟
磊出席启动仪式。温小娟 张红梅

集团总结表彰全国两会前方报道
本报讯 6 月 1 日，集团在融
媒体中心举行全国两会前方报道
总结颁奖会，对今年参与全国两会
报道取得的丰硕成果进行总结、表
彰，激励集团同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继续谱写时代新华章。
高大上的出发仪式，高铁上的
紧张采访，席地而坐赶稿，填饱肚
子的泡面，暖心的两会日记……一
幅幅熟悉的照片勾起了两会报道
团成员的回忆。在现场，报道团成
员饱含深情地朗诵了刘静沙和寇
洵专门作的两首诗，再次激发了报

业人的昂扬斗志。
肖建中副总编辑总结说，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在报业人的共
同努力下，报道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实现了 20 个“第一次”，也创
下了获得表扬次数最多等多项纪
录。两会结束后，报道团成员还
走进多所高校，与师生分享两会
报道经验和心得，获得省委宣传
部点赞。
当天，集团领导为获得“全国
党媒携手拥抱新时代——2018 全
国两会融合报道精品 100 展示”和

大河报小记者“回家”啦！
本报讯 5 月 26 日，200 多
名 大 河 报 小 记 者“ 回 家 省 亲 ”。
他们来到集团采访，参观集团融
媒体中心，探访直播间，走进大
河报采编办公区，听大河报记者
编辑讲解采编流程、学习新闻写
作知识。
自 5 月 19 日至 7 月 7 日，大

河报社策划举办“不忘初心再出
发”——喜庆河南日报创刊 69 周
年系列活动之小记者“省亲”大
型活动。活动共分 16 场次，逢周
六上午、下午各举行一场，每场
活动 100 人，累计邀请 1600 名小
记者参加。
刘同洲 赵腾飞 何洪帅/文图

博雅榜“网络特色栏目”的各媒体
负责人颁奖，为 2018 年全国两会
报道圆满画上句号。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董林
在总结颁奖会上说，在今年的全国
两会报道中，报业人克服了种种困
难，发扬了特有的优良作风，取得
了突出的成绩，向报业同仁致敬！
希望报业同仁们继续牢记使命、不
忘初心，牢牢树立“文章比天大”的
信念，用智慧和汗水迎接硕果累累
的秋天。
尚杰

“河”
你同行“豫”见祝福

“河南日报号”
地铁专列发车
本 报 讯 6 月 1 日 ，是 河 南 日 报 69 岁 生
日。上午 10 时，集团融媒体中心里气氛热烈，
激情飞扬，
“不忘初心再出发”——喜庆河南日
报创刊 69 周年系列活动之“河南日报号”地铁
专列亮相仪式在这里举行。通过大屏幕，党报
集团新闻工作者共同见证“河南日报号”地铁
专列满载祝福、铿锵启程。
69 年前的 6 月 1 日，在解放全中国的隆隆
炮声中，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应
时而生。69 年来，一代代河南日报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忠实见证、热情讴歌中原大地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谱写河南经济
社会发展的辉煌篇章鼓与呼。
69 载峥嵘岁月，砥砺奋进。今天的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已从一张省委机关报，发展成以
十报两刊三网站三端两平台为主体的传媒集
团，正在向媒体深度融合、产业跨界融合的现
代化文化传媒集团加速转型。
当天装饰一新的“河南日报号”地铁专列，
正是为庆祝河南日报创刊 69 周年量身打造。
“河南日报号”地铁长近 120 米，共六节车厢。
从 5 月 20 日开始，河南日报通过报业集团旗下
全媒体平台，向读者征集“一句话生日祝福”。
从扶手、车窗，到门贴、车顶，69 句寄语，浓缩着
数以千计的“生日”祝福。
融媒体中心大屏幕上，不时传来河南日报
融媒体记者采访“河南日报号”乘客的视频。
市民乔女士告诉记者，上车的一刹那，眼前这
节温馨靓丽的车厢，让她惊艳不已。
“这样的布
置很新颖，也很有用意，展现了读者对河南日
报的美好记忆，也表达列车将载着河南日报向
前飞驰，更好地服务河南。”
“太走心了!‘愿你冬日暖，愿你春不寒，愿
你继续深耕中原，谱写美丽河南’，你看这句子
多好。”
乘客李女士边说边拿出手机拍照。
据了解，当天开行的两列“河南日报号”地
铁，在郑州地铁 1 号、2 号线内运行，途经二七
广场、人民路、会展中心、龙子湖……将穿越大
半个郑州。
“河南日报号”地铁不仅代表着读者
对河南日报的祝福，也象征着河南日报将不忘
初心，
重新出发!
集团领导董林、张光辉、朱永飞、肖建中、
高金光、石晓林，省文投公司总经理孙书一，大
河网络传媒集团总经理韩嘉俊、总编辑孟磊，
河南日报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一线编辑记者一
起参加庆祝活动。 屈晓妍 刘亚飞 刘林海

“大河云”3.0 版上线
本报讯 6 月 1 日，河南日报创刊 69 周年
纪念日。集团融媒体平台再次优化升级——
“大河云 3.0”版本正式上线。
集团领导董林、张光辉、朱永飞、肖建中、
高金光、石晓林，省文投公司总经理孙书一，大
河网络传媒集团总经理韩嘉俊、总编辑孟磊出
席上线仪式。
如今，集团旗下近 2000 名采编人员已全部
入驻
“中央厨房”
客户端平台——大河云。从1.0
到3.0，
技术升级一小步，
新闻生产能力提升一大
步。据大河网技术负责人介绍，
“大河云”3.0 版
本有四大亮点：一是全新界面更加友好易用。
“大河云”3.0 指令通知、工作通知、审批通知、
群组消息等信息提醒，均有序融合于一个功能
界面，大大提高通知送达率。二是多端同步使
用更加便捷。新开发的即时通信客户端“大河
云信”，所有采编人员即时联系沟通方便快
捷。三是互动社区助力员工沟通。互动社区
细分为本媒体社区和集团社区两部分，方便用
户掌握集团最新信息，加强各单位人员沟通交
流。四是审批功能提升办公效率。升级后的
“大河云”开通了全集团内的办公审批、打卡定
位功能，便于各媒体人员进行相关审批及签到
打卡，
紧急事务随时网上办理。
张培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