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1 日至 13
日，由河南省报业协会
主办、平顶山日报社承
办的第十届河南报业高
层论坛暨第五届河南报
协理事会换届预备会在
平顶山市举行。全省各
地市级党报、行业报社
长（总编辑），以及哈密
日报、四川报协、江苏报
协的有关负责人参加论
坛。

（陈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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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董林书记、社长、董事长
尊敬的刘雅鸣副书记、总编辑，
您们好！

10月1日我下班回家，从快
递柜取出顺丰快递。打开一看
是两位领导惠赠的6月28日至7
月2日的建党百年期间五天完整
的《河南日报》，包含我一直想要
收藏的《致敬》和《赶考》，集报圈
赞誉不绝的特刊！还有两位领
导的签名信，让我异常高兴和感
动！这是一件难以忘怀的珍贵
国庆节礼品！

诚如之前报友们热议的，贵
报建党百年特刊连续几天数字

“飞花令”，在报林中别具一格，
大气牡丹，国色天香，尽显高大
中原豫风！当我仔细拜读《探寻
百年风华背后的数字密码》系
列：从“100 敢教日月换新天”到

“72 天翻地覆慨而慷”，了解到
当年林州人民创造红旗渠的伟
绩，英烈们抛洒热血筑就的陇海
铁路、风沙肆虐的兰考变成今天
生机勃勃、披绿染翠的“生态长
廊”和“绿色银行”，718.6万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千年梦想今日成
真！再到“43 一声风雷惊世界”
到“9 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原大
地就是中国的粮仓，河南制造享
誉全球，生产总值翻 300 多倍。
当我读到：东方既白，红日映出
朝霞万里；波澜壮阔，黄河奔腾
流光溢彩；远眺方知波涛汹涌，
登高更觉长风浩荡；星光不问赶
路人，历史属于奋斗者，振奋精
神，实干奋斗就一定能不负时代
重任，创造新的更大奇迹！读着
上面文采斐然的诗句，着实为两

位领导麾下精兵强将的文采喝
彩！

“致敬”：我们为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这一百年来取得的
伟大成就而致敬！

“赶考”：我们要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为下一个百年启航做
好赶考准备！

中原的发展，中原的腾飞是
我们每一个心系“老家河南”人
的衷心祝福！

……
两位领导惠赐建党节报纸

和签名回复信，时文静老师制作
了河南日报客户端小视频，在

“江西集报微信群”反应热烈！
大家对两位领导对集报人的支
持感到由衷高兴！几位资深年
长集报老师说，这也是他们集报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热
情、这么支持集报人的报社好领
导，并对我这份国庆节礼物充满
赞誉，董书记和刘总编及河南日
报社这次在江西集报群赞赏不
断并热议很久！让我这个潜水
的小人物被推到热点中间！

相信在董书记和刘总编的
领导下，河南日报打破常规，大
胆创新，贵报在众多媒体中一定
会异常纷呈，越办越好！是省
委、省政府重要政策宣传载体和
人民喜欢拥护的好媒体！

再次感谢董书记和刘总编
的支持与关爱！衷心感谢两位
领导！祝您们吉祥如意！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兴旺发达！

敬礼！
集报爱好者于承忠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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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特刊
在江西集报圈引发收藏热

为给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营造浓厚氛
围，推动“十大战略”落地见效，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提升站位、主动谋划，推出10个
整版的“十大战略”解读特刊，不仅为全
省党员干部提供深入了解“十大战略”的
生动教材，也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省委
书记楼阳生“良好的舆论环境就是良好
的干事环境”的批示精神。

有高度，立足全省想问题，以小见大
把握河南特点。今年 10月 15日起，河南
日报连续推出“喜迎党代会 阔步新征
程”之聚焦“十大战略”特刊，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绿色低碳转型战略、制度型开放
战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等重大主题，通
过样本案例和专家访谈等，对“十大战
略”进行深入阐释解读，提供借鉴意义，
为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召开营造凝心聚
力、共谋出彩的舆论氛围，有效发挥党媒
集团在重大时刻有大担当的“压舱石”作
用。这组报道紧抓重要时间节点，站位
全省大局，采取解剖麻雀形式，详细分析
每个战略中对应的最有代表性的个案，
如嵩山实验室、洛阳大学科技园、安钢、
兰考等，探寻我省在推进落实“十大战
略”中的优势和潜力，思考遇到的问题和
短板，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为动员激励
全省上下紧紧围绕“奋勇争先、更加出
彩”，锚定“两个确保”，全面实施“十大战
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的
新征程上阔步前进汇聚了磅礴力量。

有深度，集纳业界观点，提升“十大
战略”解读含金量。这组报道在分析具

体样本的同时，采取记者手记、专家点评
和他山之石等多种形式，集纳各方声音，
对“十大战略”的解读形成有效补充，从实
践层面进一步帮助全省党员干部加深对

“十大战略”的认识和理解。如，围绕乡村
振兴这一战略，推出《乡村振兴路上自信
满怀》报道，以兰考为研究案例，全面展现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走在乡村振兴道路上
的兰考城乡正悄悄发生着深层次转变，并
对其先进经验和做法深入探析；配发的

“记者手记”《“拼搏兰考”是个大品牌》，通
过记者亲历感受反映兰考的扎实作风和
奋进动力。此外，邀请河南大学中原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朱世欣进行深度“专
家点评”，以《农业产业化筑牢乡村振兴基
础》一文为我省乡村振兴下一步怎么做献
策支招。

有细节，采访深入扎实，让报道更具
说服力。如，围绕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主
稿《创新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以只有河
南·戏剧幻城为主要案例，展现河南创新
为要、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文化为魂、打
造中原文化新 IP，项目为王、锻造旗舰劲
旅，探索走出一条具有华夏文明特质、中
原文化特色的文旅产业发展之路的生动
实践。其中，稿件中充满大量翔实的数据
和实例，通过采访主创人员、运营人员和
游客和专家学者，从多方角度出发，探索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获得成功的原因，让
读者深深感受到我省文旅产业与科技、与
人文精神深度融合后持续涌动的创新活
力。 （河南日报总编室）

“十大战略”权威解读
为省十一次党代会营造良好氛围

【一】
媒体优势是我们最大的

王牌，做优做强做精内容生
产，赢得江湖地位，为非报产
业发展扎稳根基，做非报产业
最坚强的后盾。 （辛莉）

【二】
术业有专攻，我们要发挥

优势，取长补短，对音视频方
面进行多元化创作。

（于正华）
【三】

厘清集团各媒体的目标
受众，根据各自定位，有些报
道可共同出击，形成合力，有
些报道可发挥特色，错位发
展。 （党文民）

【四】
传统优势是内容，应该结

合当下新媒体的特点，做好融

合，形成策划小组做专题策
划，做精做细。 （董阳果）

【五】
政治资源及由此带来的

品牌效应是我们的优势，在媒
体融合中更要发挥优势，强化
权威性、公信力。 （李芳）

【六】
融媒操作层面，一方面练

好内功，记者们上手采拍剪，
一方面引进人才，让专业人干
专业事。内容为王，专业至
上。 （陈慧）

【七】
我们的传统优势是内容，

大 众 的 喜 好 是 短 新 奇 的 爆
点。如何在做好深度报道的
同时，找准抓住吸引人的切入
点，是目前转型过程中急迫需
要解决的问题。 （尹江勇）

【八】
应该做好专业分工，向专

业化发展。特别是在重点报
道的策划，采写，视频拍摄和
制作方面，发挥小组或者集团
作战优势，做出精品。

（徐东坡）
【九】

打造一报一平台的外化
符号：集团媒体统一呼号很重
要，需要有顶层设计，特别是
一级标识。集团各机构各平
台 发 布 的 logo，是 否 统 一 起
来。我看隔壁班就是一个那
个蓝色的大象台标，连他们在
各 地 记 者 站 的 抖 音 号 都 如
此。 （朱殿勇）

【十】
深度报道是我们的优势

所在。如何精心策划选题，增

加深度专题报道的权威性、可
读性，是我们增强竞争力的重
要课题。 （王绿扬）

【十一】
时政报道是河南日报最

大王牌，要拓宽时政报道在新
媒体上的影响力，比如政知
圈、出卷人等公众号可以借鉴
学习。要深耕地市资源，河南
日报在地市有绝对影响力。

（刘晓波）
【十二】

围绕人口大省、农业大
省、制造业大省、文化大省
做融合及转型抓手，创造细
分品牌。做垂类，针对不同
领域，做深度、专业报道和
服务。比如围绕文化大省建
设，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做
全链条开发和服务，打造出

品牌。 （周岩森）
【十三】

内参工作需要大大地加
强。内参是党媒的一张硬核
底牌，是增强党媒影响力和权
威性的有效途径，必须牢牢抓
住并发挥好它的作用，而且这
也是省委要求须加强的，我们
自己更是要充分利用这一“天
赐”良机，把这一手好牌打
好。 （汤传稷）

【十四】
高端引领、权威发布、深

度报道，是党报的优势，乘着
全媒体时代的东风，运用多种
信息传播手段发布独家新闻、
做有特色和创意的新闻，做可
读、耐读、有营养的新闻，是我
们年轻记者需要做的。

（王平）

融媒大家谈之二

大河奔流 潮起潮落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优势在哪里

一个时期以来，集团内部围绕“该怎么推
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应该怎么建立适合媒
体深度融合发展的理念、观念和能力”等开展
了大讨论。集团互动社区开设的话题“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的优势特征在哪里”，引发员工
热烈讨论，现摘选部分评论分享如下。

9月22日，集团收到江西省九江市读者来信，盛赞河南日报建党
100周年特刊《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系列策划，表达了对河南日
报关心热爱之情。近日，河南日报建党百年特刊江西之旅有了圆满
结局！江西读者于承忠再次来信，分享了国庆节收到河南日报特刊
的兴奋心情和读报感受，并再次表达了对河南日报的喜爱和祝福。
现将回信摘发如下：

(内容来源“大河云 集团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