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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媒中心指挥平台，王国
生书记听取了董林社长关于集团

“两个现代”发展战略规划的汇
报，了解融媒体改革进程，并与青
年编辑记者李凤虎、刘婵、刘晓波
等座谈交流。

听取汇报和发言后，王国生
书记作了讲话，对集团新闻工作
者在疫情阻击战中的表现给予肯
定，对集团近年来整体工作和班
子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
指出，疫情防控宣传报道之所以
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最重要的还
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通过宣传
报道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
聚群众。实践证明，广大人民群
众和基层干部、基层组织是我们
工作的基础，值得我们去大书特
书。要更加自觉地到群众当中去
汲取营养、汲取力量、触发情感，
写出更多具有感染力的好作品。
要有效加强舆论引导。做好舆论
引导工作，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
要体现。尤其在疫情防控特殊背
景下，舆论引导至关重要。这方
面，新闻战线的同志们工作是非
常出色的，包括报业集团的新闻
宣传工作，是出彩的。

王国生书记指出，报业集团
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任何时候都不能忘
记过去、忘记历史、忘记来时的
路。报业集团近年来抓发展抓得
好、抓教育抓得好，这是领导班子
党性强、坚强有力的表现。王国
生书记对集团发展提出要求。一
要持续传承党报人的精神。继承
河南日报 70多年发展历程中形
成的优良传统，发扬党报人忠诚
奋斗、严谨细致的宝贵精神，激励
全体干部职工自觉在这种传统、
这种精神的强大感召和鼓舞下投
入工作。二要持续弘扬黄河文
化。切实发挥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的宣传责任，用小切口折射
大主题，讲好“黄河故事”，挖掘时
代价值，涵养家国情怀，凝聚发展
强大正能量。三要持续强化创新
意识。报业集团在创新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才具有了目前的地位
和竞争力。要不间断地更新思想
观念，想在前、走在前，在与时俱
进中激发活力，跟上时代步伐。
要围绕新时代新要求，加快推进
媒体融合，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在
守正创新中让正能量更加强劲、
主旋律更加高昂。四要持续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人才体制改
革，真正能够让人才脱颖而出、受
到尊重，成为引领报业集团高质
量发展的引擎，推动形成既出成
果又出人才的浓厚氛围。

关于今年全国两会新闻宣传
工作，王国生书记强调，今年全国
两会宣传工作要求更高，要切实
转变思维方式、工作方式。要在
前期筹备工作的基础上，以更加
细致的组织策划、更加振奋的精
神面貌，把两会新闻报道做得更
加精彩。

座谈结束后，王国生书记与
集团班子成员亲切交谈。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德
亚、副部长方启雄，集团领导朱永
飞、高金光、石晓林、魏剑、张学
文、王珂，大河网络传媒集团领导
韩嘉俊、孟磊参加调研座谈。

集团办公室 时政要闻采访
部/文图

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党委议事规
则、“三重一大”决策等制度，增强
班子凝聚力、战斗力。通过抓领导
班子这个“关键少数”，带动集团上
下形成干事业的一条心，抓工作的
一盘棋。

二是提升新闻报道影响力。
王国生书记在座谈中指出，“做好
宣传报道工作，要到群众当中去汲
取力量、汲取营养”，“只有先自己
被感动了，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感动
别人”。5月19日，集团已第一时间
启动“百名记者进百村”大型采访
活动，集团编委会成员还将带头到
脱贫攻坚一线采访，其中董林同志
于 21日到光山县晏河乡帅洼村采
访。集团将以该活动为抓手，进一
步深化“走转改”，锤炼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砥砺初心使命，寻找源
头活水。为落实王书记关于让河
南好故事更多走向省外、走向全国
的要求，集团进一步加强与中央媒

体合作，特别是在互联网主战场的
合作，深入研究新闻工作规律、互
联网规律，提升重大会议、重大活
动、重大典型的报道策划水平，多
出力作、大作、高峰之作。

三是全力推进改革创新。王
国生书记指出，一定要加强改革创
新，“跟在人家后面走是不行的，必
须想在前、走在前”。会议提出，集
团将完善配套措施，加快推动集团

“两个现代”发展战略规划落地，落
实人力资源改革、激励约束机制改
革、事企体制改革等“223”战略任
务。特别是要举集团之力，加快建
设以先进技术为引擎、具有强大传
播力和影响力的新型智慧传播平
台，打造继河南日报、大河网之后
新的省级主流媒体。

四是传承弘扬党报人精神。
王国生书记在调研座谈中多次强
调要传承弘扬党报人精神。会议
提出，集团将结合全国文明单位

复核验收和企业文化建设，不断
丰富报史馆的馆藏，提升报史馆
的功能，并配合开展一系列活动，
打造出更多的传承党报人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集团“忠诚、
奋斗、创新、争先”价值观的好载
体，打造叫响省直、体现报业特色
的党建品牌。

五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王
国生书记对集团队伍建设，尤其是
年轻人的培养给予高度关注。会
议提出，集团将创新支部书记培
训、融媒体特训营、百名经营人才
培训等活动，进一步做好人才培训
工作。深入发掘长江韬奋奖获得
者王天定等身边典型，以身边典型
激励身边人加快成长。在发挥好
各年龄段干部职工积极性的同时，
给年轻人以更大舞台，让年轻人在
集团发展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
干、壮筋骨，早日成为栋梁之才。

李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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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全国“两会”，是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特殊背景下召开的大
会，时机特殊，意义重大，举世瞩
目。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媒体
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立足大宣
传格局，全媒体播报、全方位呈现、
全效“云传播”，“两会”报道开启新
模式、展现新精彩。5月27日，省委
书记王国生、省长尹弘看望报道全
国“两会”的新闻工作者，在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直播间与集团后方团
队视频连线时，对集团的“两会”报
道给予肯定和表扬。

统筹全媒实现立体播报

集团以大河云为平台，发挥联
动机制，打通前方与后方、场内与场
外、云上与云下、内宣与外宣，全方
位、多视角、多元化报道“两会”。全
媒始终聚焦核心。把做好习近平总
书记“下团组”的报道作为重要的政
治任务，始终聚焦核心、宣传核心。
围绕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看望参加
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参加解放
军和武警代表团审议等重要活动，
及时连线代表委员，组织反响，加强
解读，全媒推送，立体传播，把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及时传遍中原大
地。全媒打造重磅力作。集团全媒
体推出五期互动产品——“总编有
约”，总编辑亲自出镜，就习近平总
书记念兹在兹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等大事邀请全国人大代表一起谈认
识、说体会、话未来，并以文字、图
片、海报、视频等形态进行全媒体呈
现，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全媒营
造热烈氛围。集团全媒体同频共
振，全程追踪，深入挖掘总书记与代
表、委员共商国是的生动细节，多角
度阐释总书记在“两会”上提出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多侧面讲述

“两会”精彩故事。河南日报刊发言
论评论，引领发声，系列媒体加强策
划，亮点频出，新媒体发挥优势，出

新出彩，各媒体上下联动，交相辉
映，形成“交响曲”，共同奏响“两会”
好声音。

“云上两会”报道高质高效

集团大胆开启“两会”报道新
模式，创新内容生产，丰富呈现方
式，拓展用户体验。“云采访”“云访
谈”“云直播”“云传播”纷纷亮相，
将“两会”推向“云端”。重要讲话
宣传鲜明突出。河南日报开设“云
观两会”专栏，刊发《事不避难者
进》《做强健康中原的“免疫系统”》
等文章，视角独特、观点新颖，放大
了讲话效应。河南日报客户端以
视频、海报图解的形式，制作推出

《2020，习近平的两会金句》，梳理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摘发金
句，归纳要点，深度阐述，引发网友
热评。重要报告解读别开生面。
河南日报客户端推出“小微‘云’上
会”，让网红主播小薇给大家上“两
会”“主题网课”，一起学习政府工
作报告要点，受到网友热捧，24小
时全网阅读量达到50万+。大河报
刊发《小康日记》，巧用“河小康家
庭日记”妙解政府工作报告，既准
确传递了政府声音，又方便读者阅
读理解。热点问题引导有力有
序。河南日报客户端推出《问“侯”
两会》，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把国
家大事和民生关切化为网友软语，
颇受网友欢迎。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推出《云读报告·专家说》，访谈
财政、金融、新经济话题，连推14篇
报道，多角度传播民生、企业、地方
发展的好政策，也格外引人注目。

创新融合报道丰富多彩

今年全国“两会”，集团更加重
视新媒体产品的策划制作和传播
推广，更加注重即时性、可视性、交
互性，把“看不见的宣传”和“看得
见的传播”融为一体，让报道更加

有声有色，出新出彩。抢占高位主
导传播。河南日报客户端在第一
时间推出《现场丨朱婷走上“代表
通道”》，对河南姑娘朱婷走上代表
通道这一瞬间进行定格，被多家媒
体转载，成为大会开幕前最具传播
影响力的新媒体产品。大河报豫
直播推出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开幕》，实时播放量125万+，有
力放大了“两会”声音。大河网联
合河南省人大融媒体中心推出的
2020年全国“两会”双语系列策划，
通过文图、音频等多媒体形式，聚
焦河南区位优势、产业发展、粮食
生产、历史文化、生态保护等八个
领域，展示了河南在世界舞台上的
奔跑印记。创意产品丰富多样。
河南手机报联合沿黄九省区手机
报、河南沿黄八市（区）手机报共同
推出情景式数字媒体交互产品
——“黄河岸边种棵树”，动动手
指，即可体验线上植树活动，影响
广泛。河南日报农村版推出《在
望》短视频，全景展示河南小麦优
质优产态势。大河网推出MG动画
短视频《黄河鲤鱼的告白》，通过黄
河鲤鱼生态环境的变化，来看黄河
治理新成效，让人眼前一亮。河南
商报推出全国“两会”微视频《万类
霜天竞自由》，故事鲜活生动，引人
入胜。河南法制报制作的系列短
视频《民法典草案亮点》，对民法典
热点问题进行精准解读，网友频频
点赞。传播效果十分显著。河南
日报客户端推出的“2020年全国两
会专题”，阅读量达 100万+。大河
报联合沿黄八省区主流媒体，推出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黄河”，联动
奏响“黄河大合唱”，阅读量达 1500
万+。大河报全媒体推出的《报告
总书记 扶贫助农“我们是第一带
货人”》，吸引了近 1000 万用户观
看。大河网推出的视频云访谈《抗
疫一线显担当 谱写青春正能量》，
形成微博话题＃出彩河南青年说
＃，阅读量达7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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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两会”出彩的“答卷”
集团2020年全国“两会”宣传报道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