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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国短视频创意峰会”在郑举行

河南报业宣传营造正能量视频空间
2019 全国短视频创意峰会”4 月 18
日在郑州成功举行。作为主办方，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提前谋划、守正创新，
扩大传播渠道、打通传播平台、增强传
播声势，使峰会在业界和广大读者、网
友中引发强烈反响与共鸣。

融媒一体化传播
峰会声音走遍大江南北
4 月 12 日起，河南日报客户端、大
河客户端、大河网等新媒体开设专栏，
对峰会相关预热产品进行集纳。4 月
13 日至 17 日，集团所属网站和新媒体
刊发系列宣传报名海报、短视频峰会
60 秒 宣 传 短 片 、倒 计 时 预 告 海 报 及
H5，并对峰会相关预热产品进行集纳
推送。
4 月 18 日峰会当天，报业集团系列
媒体以“假如给您一分钟，您会怎样拍
河南”为主题，提前刊发对峰会嘉宾专
访，并配发嘉宾照片。会议现场人气
爆棚，报业集团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传
播矩阵的强大传播力和影响力，把行
业领导、业界先锋、学术权威等分享的
关于短视频权威、原创、前沿观点和思
想，第一时间通过视频直播、图文直播
进行发布，报、网、端、微、屏精准发力，

文、图、影、音、画同时呈现。
峰会宣传势如破竹，全国其他媒
体如中国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
广电国际在线等也分别直播或转发，
大江南北业界同行纷纷转发分享，全
网参与峰会人数达 802 万。
4 月 19 日，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
商报在重要版面刊发峰会开幕消息、
评论和侧记；推出跨版，刊发《2019 全
国短视频创意发展报告》发布的消息、
重要嘉宾发言、三个平行论坛侧记和
嘉宾金句等内容。执行团队推出的创
意 H5《如果当年有视频》，被人民网人
民视频总经理陈星星称赞“有意思、更
有意义”。

短视频要上新高度
营造正能量网络视频空间
“短视频正在重新定义传播，开启
优质内容下半场的争夺”，为加快推动
媒体融合发展，深入挖掘新时代短视
频创新创造能力，峰会报道充分展示
各路嘉宾纵论短视频现状、探讨未来
发展的观点，带来一场思维碰撞的盛
宴。
一是新窗口展示新生活。作为新
窗口，短视频展示了哪些百姓日常生

活？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
被赋予的社会责任。
裁余海波认为，短视频应将更多的流
量给予普通人，通过普通人日常生活
突出“河南元素”
的点滴分享，汇聚成完整的中国社会
大咖为河南短视频出谋划策
生活图景。
5G 和短视频两个热词频繁搭档出
镜在此次峰会上，参会行业大咖认为，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5G 时代，
“短视频+商业”模式将加速推
裁、总编辑张辅评说，去年 9 月，字节跳
进，譬如集团豫直播，已率先利用 5G
动联合河南省文化和旅游部门启动了
技术进行浚县庙会和许昌三国文化节 “奇境栾川抖起来”文旅扶贫项目，通
开 幕 式 直 播 。 同 时 ，以 5G 技 术 为 保
过短视频宣传推介栾川旅游，这一“有
障，短视频也将给用户带来更佳的观
趣又有用”的项目不仅广受网友好评，
感体验。
还带动了栾川旅游产业增收，扩大了
二是新载体记录新风貌。作为新
河南旅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载体，短视频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
阅评员认为，当前，短视频已深入
见证者和新风貌的记录者。峰会发布
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成为展示日常生
的《2019 全国短视频创意发展研究报
活的新窗口、记录时代风貌的新载体、
塑造社会文化的新工具。
“2019 全国短
告》显示，
“ 在当前的‘互联网下乡’过
程中，短视频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
视频创意峰会”是我省举办的首届中
新的生机和活力，
‘ 短视频+扶贫’
‘短
国短视频创意峰会，也是贯彻落实习
视频+旅游’
‘ 短视频+特色农产品’等
近平总书记媒体融合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的重要举措。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参
新模式也不断涌现。”
三是新工具塑造新文化。作为塑
与主办并全力做好峰会宣传报道，为
造新时代文化的有力工具，优质的、具
我省举办此类高端盛会积累了丰富经
备正能量的内容将成为短视频竞争准
验。报道对业界权威和专家观点的全
则。与会专家认为，短视频不能只靠
方位呈现，更是为我省短视频发展提
“有趣”来迎合，更应通过“有用”来引
供了有用借鉴和智力支撑，也为推动
导。传递正确价值观，营造积极健康、 我省乃至全国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再
正能量充沛的网络视频空间是短视频
次出新出彩地添加了浓厚一笔。

简讯

省报协与大河网
共同举办培训活动
本报讯 3 月 29 日至 31 日，省报业
协会、大河网在登封联合举办了新媒体
实用技术与盈利模式构建培训活动。
培训立足于新媒体实用技术与盈利模
式构建上的‘破’与‘立’，邀请媒体、学
界、业界的专家代表，围绕技术赋能与
媒体转型思考、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内容
生产制作、新媒体的传播逻辑与实际应
用、微信运营与主流媒体精品推送、政
务服务与政务直播等做专题讲座，开展
实战演练和互动教学。全省十八地市
党报负责人、新媒体掌门人及业务骨干
60 余人参加培训。
聂磊

法制报直播月涨“粉丝”百万
本报讯 4 月 22 日，河南法制报在今日头条综合粉丝数突破 300
万。秉持“见证法制进程，建设法治中原”的理念，河南法制报去年
6 月组建“法直播”团队，依托豫直播、今日头条直播等平台，先后策
划了《家族式涉黑团伙覆灭“村霸”夫妻获刑 20 年》等一大批弘扬
社会正气，
传递社会正能量的直播作品。
目前，河南法制报在今日头条共进行新闻直播 420 场，其中 22
场直播观看人数超过百万人次，有 14 场直播入选今日头条全国媒
体直播排行 TOP10 周榜，作品点击观看总量超过 1.2 亿人次。随
着河南法制报直播作品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其在今日头条的综合
粉丝数量也从 2018 年底的 50 万人，快速增长到目前的 300 万人。
河南法制报用自身实践证明：在互联网时代，正能量的好新闻
不仅是党媒“拳头”
产品，
也是广大网民最喜欢看的内容。
张可

本报讯 近日，省委老干部局下发
《关于表彰 2018 年度全省离退休干部统
计年报工作先进单位的通报》。集团离
退休职工管理部等 78 家单位被授予“全
省离退休干部统计年报工作先进单位”
称号。
许江

本报讯 4 月 19 日，河南日报农村
版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来到辉县市冀屯镇和孟庄镇南李庄
社区，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
活动。
王东亮 刘慧玉

本报讯 4 月 20 日，河南大学民生学
院在体育馆成功举办 2019 届春季毕业生
双选会。本次双选会由民生学院和开封
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共同举办，邀
请参会企业单位 300 余家，共提供 2350
个就业岗位。
双选会现场气氛热烈，各企业展位
前人头攒动，求职毕业生络绎不绝。当
天共有 1435 名毕业生同与会企业单位签
订了就业意向书。
段富力

大河大图文公司
向集团图书室赠书

集团老干部工作受表彰

农村版党支部把主题
党日课堂搬到乡村

民生学院举办 2019 届
春季毕业生双选会

民生学院教职工合唱比赛折桂
本报讯 4 月 25 日，在河南大学举行的“中国梦·劳动美——
与共和国同成长、与新时代齐奋进”庆祝建国 70 周年教职工合
唱比赛中，由民生学院教职工组成的合唱团脱颖而出，勇夺桂
冠。
段富力/文图

本报讯 4 月 10 日，大河大图文传
播公司与集团新闻管理部在集团图书
资料室进行了简单的赠书仪式，大河大
公司捐出了“传承：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实录”丛书和“厚重
河南精编版”丛书各 1 套，共 48 册。
“传承”丛书是集团承办、大河大公
司具体实施的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重点文化项目。该丛书是对我
省 832 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首次进行全面、系统地深度挖掘与整
理，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厚重河南精编版”丛书包含河南日报
《行走中原》栏目和大河报《厚重河南》
栏目精采内容，是大河大公司自 2004
年以来持续打造的中原文化品牌丛书
“厚重河南”的彩色升级版。这两套丛
书都是集团在图书出版方面的代表作
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阅读价值。
王华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