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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河南报业报道出新出彩
10 月 27 日、28 日，中国·河南
丰富的消息，给人以强烈的内容
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在郑州举
吸引力和视觉冲击力。
行，河南迎来“高光时刻”。河南
短评和深度分析提升了报道
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在对大
含金量。在此次报道中，河南日
会的宣传报道中团队式作战、融
报推出 1 篇评论员文章，刊发 4 篇
媒体传播，既稳中有度、又出新出
短评，聚焦大会亮点，有深度、有
彩。
内涵。
综合性报道先入为主营造强
10 月 29 日，河南日报 4 版特
大声势。自 15 日起，河南日报在
刊推出《展示形象 打造平台拥抱
要闻版开设“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未来》，用大数据分析的方式对此
专 栏 ，刊 发 重 点 报 道 为 大 会 预
次大会进行盘点。这种大数据分
热。同时，连续推出 5 篇综述，充
析的形式，以详实的数据表达出
分展现出“创业有机会、创新有条
实实在在的会议效果，让人一目
件、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生
了然，切实可信，同时也为今后的
活有温度”的河南，正以开放的姿
会议报道提供了借鉴。
态迎接八方贤才。
融媒体传播让宣传报道遍布
60 余篇稿件、5 个整版特刊、1
网上网下。10 月 28 日，河南日报
个摄影专版，河南日报对此次盛 “焦点网谈”版刊登了报业集团系
会的报道浓墨重彩。
列媒体采写的一些稿件或策划的
10 月 29 日，大河报用统一栏
专题报道。
《这六张创意海报刷屏
头精致包装，加上头版 9 个连版的
朋友圈》一稿，报道了由河南日报
报道，全方位介绍了大会盛况。 新媒体部策划的互动游戏 H5《测
综观整组报道，有鲜活的现场故
才 气 ，你 最 像 哪 位 河 南 历 史 名
事、有精准的数据分析、有信息量
人？
》之灵感来源和传播效果，6 张

由河南历史名人“领衔”的创意海
报，也在朋友圈刷屏。
大河客户端启动页聚焦“招
才引智大会”，推出一段 10 秒快闪
视频在朋友圈和抖音平台转发。
截止到 10 月 27 日 17 点 30 分，大
河客户端共发布 45 篇关于河南招
才引智的报道。
大河网推出了大型专题《出
彩中原，
“ 智”在必得》，集纳各媒
体稿件数百篇，涉及短视频采访、
直播、海报图、文图消息及抖音等
多种形式。大河网提供的数据显
示，通过 PC 端、今日头条、微博、
微信等各平台的集中发布，相关
报道和产品的全网阅读量达 2016
万。
阅评员认为，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秉承“大事大处理”的原则，
以高站位、高标准宣传和诠释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用高质量
的新闻报道和新颖高效的传播手
段，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服务中
心工作的亮点和效果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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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报开设专栏向不整改、
假整改
“宣战”
近期，我省进入全年气候条
存在，事发地政府部门的督导工
市要求答复并迅速整改。当地党
件最差、预期空气质量最差、治理
作明显滞后。
委迅速召开党政联席扩大会，对
难度最大时间段，全省各级环保
很快，河南商报推出“商报环
报道涉及的问题作了认领。
“商报
部门接连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保行”专栏，主动曝光环境污染问
环保行”专栏的其他监督报道，问
动员会，严查污染源头。河南商
题，向不整改、假整改“宣战”。接
题所在辖区政府部门也均进行了
报开设“商报环保行”专栏，披露
连刊发了《超标排放、扬尘污染、 快速整改。
曝光一批环保违规现象，起到了
焚烧秸秆，遇到环境污染线索欢
除了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曝光
媒体助政、新闻问政的良好效果。 迎报料》
《3 个月前被取缔的“小散
外，
“ 商报环保行”专栏还持续跟
9 月 27 日，河南商报在 09 版
乱污”在郑州花园口镇冒了头》 踪，对环保问题“回头看”，将政府
以及今日头条、天天快报等新媒 《新密一村庄附近被倾倒粉煤灰， 积极整改、解决问题的具体做法
体联动平台，刊发《去年就该清零
当地回应：争取一个月清运完毕》 宣传出去。
的“小散乱污”企业如今在荥阳部
等多篇报道。
阅评员认为，河南商报开设
分区域“扎堆”
》一文，对荥阳市贾
河南商报对荥阳市贾峪镇存 “商报环保行”栏目，较好发挥了
峪镇“小散乱污”企业“抬头”的情
在“小散乱污”窝点的报道推出
主流媒体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影
况做了报道。不少市民表示，面
后，省环保厅、郑州市环境攻坚办
响力，是正确运用舆论监督、用好
对强大的环保“风浪”，假装整改、 派人前往现场核查，中央环保督
舆论监督的成功范例，值得肯定
敷衍整改甚至不整改的现象仍然
察组驻河南督察人员也联系荥阳
和推介。

浓墨重彩 相得益彰

——解读河南日报“11·6”进博会版面呈现
句、制作标题、整合改革开放大事
记等丰富内容，内容厚重、版式创
新。进博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
习近平总书记用了一个精彩比
喻、三个“永不停滞”、三个全新举
措、五项开放措施等，掷地有声、
字字铿锵地阐释出新时代中国对
外开放的新举措。河南日报编辑
从稿件中提取以开放为核心的关
键语句精心制作标题：
《谈开放
中国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话进博
非独唱而是多国大合唱》，大气磅
礴、内容对称、构思精巧。要闻一
版打破常规版式，用带藤蔓的四
叶草将版面串联起来，版式清秀
灵动、艺术设计感十足。
跨版特刊的主稿是进博会侧
记，稿件生动、现场感十足：主图
是出席进博会开幕式的各国领导

大河财立方助力
中原基金岛赴京引“金”
□大河财立方 赵心瑗
11 月 9 日，由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
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承办的“豫见中原基
金岛——2018 郑东新区中原基金岛北京推介
会”在北京完美收官。这是初创阶段的大河
财立方全案策划执行的首个政府项目推介会。
推介会上，郑东新区党工委委员、智慧
岛大数据实验区党工委书记郭程明介绍推介
了中原基金岛的优惠政策。与会 100 余家私募
机构对入驻流程和支持政策进行了详细咨
询。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财经、
河南日报等 60 余家媒体平台争相报道，中原
基金岛赴京引“金”消息在北京私募机构圈
强势“刷屏”。
中原基金岛作为我省唯一私募基金集聚
区，此次推介会是基金岛成立以来首次赴京
公开推介。推介会完美呈现的背后，是大河
财立方团队“无坚不摧、使命必达”的决心
和承诺。从正式敲定推介会的形式、时间和
地点当日算起，筹备时间只有 12 个工作日，
再加上首次异地赴京办会，任务更为艰巨。
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大河财立方组建
了跨部门执行团队，大家分工协调，每个人
既是某项目 （环节） 负责人，又是会务执行
“多面手”。为做好推介会宣传报道，报道团
队利用周末确定宣传报道计划，详细研读中
原基金岛私募基金入驻政策，从多个角度准
备新闻通稿以适应不同媒体平台属性。为做
好会务执行工作，执行团队深夜赶往北京看
场地、谈合作，逐个邀请投资机构和媒体机
构，每天同步更新筹备进度……
经过 12 天不懈努力和通力合作，执行团
队出色完成会前、会中、会后各项任务。推
介效果超出预期，广受认可，取得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大河财立方正式运营近一年来，现已形
成“财经全媒体”“立方朋友圈”和“立方线
下营”三大支点。本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
既是大河财立方“立方线下营”长期积淀的
集中绽放，更是大河财立方“财媒+金融”创
新模式获得市场认可的有力见证。

大河报举行
《采编管理制度汇编》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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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作为
2018 年最后一个主场外交“重头
戏”，又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举
办的一场世界性盛会，习近平总
书记此前曾多次强调，进博会是
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
大决策，也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
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为全方位、高水平呈现这次
盛会，河南日报秉承一贯“大事大
处理”的原则，提前介入、精心策
划，
按照
“谋划精品版面、
点亮重点
新闻”的报道思路，在 11 月 6 日要
闻一版和四、
五跨版共推出三个版
的篇幅，
对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进行浓墨重彩的版面呈现。
河南日报一版主要是对新华
社所发重点稿件的解读，提炼金

采编前沿

人大合影，跨版六栏的主图既呈
现出进博会的规格之高、意义之
重，也让版面呈现出大气庄重之
感。跨版的点睛之笔，在于版面
上方一排不规则排列的展品，运
用手绘插图的形式呈现出首届进
博会上 12 个主宾国的参展情况、
展品内容，有效扮靓了版面，让人
眼前一亮。跨版下方则呈现 12 个
主宾国的代表性建筑简图，上下
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阅评员认为，河南日报在此
次进博会报道中，站位高、立意
新、策划引领；适当运用版面语言
和视觉元素，为重大主题宣传报
道增光添彩，实现了形式为内容
服务、从阅读到“悦”读的创新表
达，有效地提升了传播质量，值得
学习借鉴。

本报讯 以考促学、促掌握、促整改，
以考试抓采编管理、抓制度完善。11 月 22
日，大河报社在全体采编人员中随机抽选 30
人进行 《采编管理制度汇编》 考试，强化内
部管理，规范采编业务，将整改工作常态
化、整改效果长效化，进一步做好巡视整改
“后半篇文章”。
8 月 13 日至 8 月 30 日，大河报社对 2008
年以来采编工作规章制度进行梳理，重新修
订、完善规章制度 33 项，新增 4 项，经反复
校对汇集成册，并将新修订的 《采编管理制
度汇编》 发给每位采编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学
习。
根据报社巡视整改工作部署和学习安
排，11 月 22 日，大河报随机抽选采编各部
室、产品创意部、大河传媒公司、豫直播等
部门 30 人，围绕 《采编管理制度汇编》 中的
各项内容，分两场 （AB 卷） 进行闭卷考试。
考试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考
试形成“倒逼机制”，促使大家学用结合，对
于进一步熟悉掌握采编知识、提高业务能力
大有益处。据悉，除考试外，大河报还将不
定期对员工学习情况进行随机抽查。 王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