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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5 月 18 日，集团与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
深圳举行，强强联手，正式开启深化合
作的精彩序幕。根据协议，
双方将围绕
智慧城市建设、
5G 与新媒体、
VR/AR 产
业落地、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进行沟
通和探索，共同培育发展智慧经济产
业。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华为公司的
核心技术将与报业集团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紧密结
合，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
展。针对媒体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等
关键领域，双方将探讨建设 5G 媒体应

用实验室，充分发挥报业集团全省新
闻宣传主阵地、主渠道、主力军的作
用，与华为在通讯、新媒体、智慧城市
等方面的先进技术进行有机结合，让
更丰富的新闻、信息、资讯，更快、更便
捷地传递到用户手中，为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更良好的舆论氛围。
目前，河南省智慧城市正处于高
速发展期，双方拟携手进军智慧经济
产业，研究 VR/AR 等能够改善民生出
行、学习、娱乐方面的新技术、新举措，
开拓“智慧城市”类业务合作，促进最
新、最有效的科技产品、系统应用在我
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着力打造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集群。同时，
致力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业态在
河南落地，共同拓展第三方政企市场
的云数据中心及大数据管理平台业
务。
董林社长表示，华为公司是全球
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和
智能终端提供商，致力于把数字世界
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
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这与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发展实际和未来发展方向
高度契合，双方合作恰逢其时、前景广
阔。希望双方在已有良好合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沟通衔接、深化务实合

作，不断推进合作协议落地实施，努力
结出更多丰硕成果，为河南乃至全国
的智慧经济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张光辉总经理说，河南正在全力
打造数字经济新高地，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有意愿、有优势参与到智慧经济、
智慧城市建设中来。目前，报业集团
正处于转型升级过程，需要以新技术
新应用引领和推动媒体融合转型，开
发新业态、新模式，例如老旧小区的智
能化改造、智慧社区的建设等，希望华
为把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当成在河南拓
展业务的第一合作伙伴，共同开拓市
场。
温小娟

省车改办到集团检查车改工作
本报讯 5 月 22 日上午，省发改
委副主任支安宇一行4人，
到集团实地
检查车改工作。董林、
朱永飞、
石晓林
出席汇报会。集团车改领导小组办公
室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董林代表集团对检查组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集团车改
工作总体情况。他说，推进公务用车
制度改革，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总体要求的重要举
措。报业集团党委高度重视车改工
作，认真学习中央和我省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相关文件精神，成立集团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先
后多次召开党委会、协调会、推进会，
研究政策，听取汇报，部署任务，有力
推动了车改各项工作的落实。截至目
前，集团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各项工
作已基本落实到位。此次省车改办来

集团检查车改工作，既是对集团车改
情况的一次全面体检，又是对我们工
作的关心和支持。对检查组提出的指
导意见，
报业集团将照单全收，
立行立
改，
确保圆满完成车改各项工作任务。
集团车改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
责同志向检查组汇报了集团车改进展
情况，双方就车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进行了讨论。
支安宇在听取汇报后，对集团车
改工作表示充分肯定，
他说，
报业集团
在推动车改工作过程中，
按照
“节约成
本、
提高效率”
的原则，
立足自身实际，
主动作为，狠抓落实，成效显著。同
时，他也指出了集团车改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希望报业集团严格按照车改
各项规定，
遵守车改纪律，
把车改收尾
工作做细做实，将费用节支作为车改
的评判标准，
查漏补缺，
加强和规范公

务用车使用管理，
加快淘汰车辆、
超标
车辆的处置进度。发挥媒体优势，做
好车改工作的政策解读，营造良好的
改革氛围。
实地检查结束后，集团车改领导
小组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针对检查
组提出的问题和建议，
逐项对照检查，
制定整改措施。石晓林对做好下一步
工作提出要求。一是要提高站位。把
车改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思想上高度重视，
行动上加快推进，
严
格按照规定时限完成全集团车改任
务。二是要认真整改。对检查组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
要认真学习领会，
根据
要求，
坚决落实整改，
切实把工作往实
里做、往细处干。三是加强监管。继
续细化完善车辆管理制度，
严格把关，
强化管理，巩固提升集团车改工作成
果。
庞菲

集团与省移动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5 月 22 日，集团与省移动
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郑州
举行。根据协议，
双方将围绕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方面，
在传媒信息
化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助力媒体转型
融合发展，
共同推进 5G 时代的河南信
息化。集团领导董林、
张光辉，
大河网
络传媒集团领导王自合、
韩嘉俊、
孟磊
出席签约仪式。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河南移动
5G 通信基础设施优势将与集团媒体
转型融合发展紧密结合，实现合作共
赢、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针对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关键领域，双方
将在技术、平台、内容、基础设施等方
面进行全面战略合作，充分发挥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主流舆论阵地的引领
提供更加优质的通信服务和更为有
作用，与河南移动在通信网络方面的
力的信息化支撑。
先进技术进行有机结合，以服务广大
董林社长表示，河南移动坚持技
受众，促进中原经济区建设，推动河
术创新，持续打造面向未来“泛网络
南省信息化进程。
智能、广农业生态、精智慧运营”的
省移动公司总经理杨剑宇表示， 5G 领航能力，为网络强省、数字河南
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河南日报报业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网络保障和信息
集团与河南移动建立了互为大客户
化支持，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的良好合作伙伴关系，结下了深厚的
新的活力。这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友谊。本次签约对促进双方在传媒 “互联网+传媒”和“移动化发展”的战
信息化领域开展更为广泛和深入的
略发展方向高度一致。希望双方在
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双
合作中发挥各自优势，加快探索新的
方全面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传播
合作方式、合作领域，不断创新媒体
内容建设、传播形态和方式创新等各
行业新业务，引领行业发展和产业融
方面工作，实现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
合，为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的
优势互补，为河南省传媒行业的发展
贡献。
张磊

简讯

集团扶贫工作获表彰
本报讯 5 月 10 日，登封市召开
2019 年脱贫攻坚第一次推进大会，
市委、市政府对 2018 年度全市脱贫
攻坚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
表彰。作为登封市石道乡赵庄村的
定点帮扶单位，集团荣获“选派工作
先进单位”，并作为优秀代表上台领
奖。集团驻赵庄村第一书记胡心洁
同志被评为“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2018 年，集团高度重视赵庄村
的定点帮扶与派驻第一书记工作。
集团党委落实主体责任，驻村第一

书记与相关职能部门落实直接责任，举集团之力、动集团之能，在人力、物
力、财力方面倾斜优势资源、给予大量支持，全力保障赵庄村打赢脱贫攻坚
战。截至目前，赵庄村已按时完成全村 51 户贫困户、223 名贫困人口在 2018
年内全部脱贫的工作目标，
村容村貌与精神文明焕然一新。
肖遥

大河网获深圳文博会“优秀展示奖”
本报讯 5 月 16 日至 20 日，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举行。大河网
作为唯一在媒体融合馆单独设展的主流媒体，荣获“优秀展示奖”。
展会期间，大河网通过文图影音等方式，着重展示河南发展风
采、大河网融合创新成果，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交流。来自北京、江
西、山东的业界同行，对大河网自主研发的河南日报中央厨房（大河
云）、县域融媒体中心统一平台、河南省政府统一技术平台等兴趣十
足。对大河网依托党媒优势资源，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发展壮大技
术团队的举措，
给予高度赞赏。
高婷婷

全媒体公司斩获
国际设计金奖
本报讯 近日，大河全媒体广告
公司凭借优秀的创意设计实力，经过
与全球一百余个国家提报的上万件
作品同台角逐，一举斩获有“欧洲设
计 界 奥 斯 卡 ”之 称 的 意 大 利 A'De⁃
sign Award 设计大赛（A'设计大奖）
六大类别中的“广告、营销和通信设
计类金奖”。这是大河全媒体广告公
司继获得中国唯一国家级奖项“中国
广告长城奖平面类金奖”后，又一次
在国际类设计大赛中拔得头筹。
意大利 A'设计大奖赛是一项被
国际平面设计协会联合会 ICOGRA⁃
DA、欧洲设计协会 BEDA 所认可的
国际赛事，自 2010 年举办至今，已成
为世界上最大型、最综合的全球性设
计比赛，与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德国红
点设计大奖赛并列，被誉为“欧洲设
计界的奥斯卡”。
本届大赛中，大河全媒体凭借
“跆拳道”
“芭蕾舞”系列作品，从上万
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优
秀传播设计类——广告、营销和通信
设计类金奖。
胡超亚 王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