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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闻博物馆声像史料抢救暨征集工程启动
10 月 27 日，河南省新闻博物馆
声像史料抢救暨征集工程正式启
动。这项声像采集工程是在集团领
导关心支持和安排部署下，由集团新
闻培训中心与省报业协会秘书处共
同实施，这也是省报协秘书处和新闻
培训中心联合党支部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抓手。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是河南省报
纸行业的旗舰，自 1949 年 6 月 1 日创
刊以来，荟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党
的新闻从业人员，这些党报人无论身
处领导岗位还是基层，在采编、经营、
后勤、行管等各种岗位上为党的新闻

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以丰富的
新闻从业经历，见证了由一张报纸到
传媒集团的辉煌发展历程，承载着珍
贵的历史记忆。
如今他们年事已高，但他们的新
闻从业历程和关于重大历史节点的
历史记忆仍是集团一笔宝贵的财
富。为发掘这一宝贵的新闻史料和
精神富矿，留住根脉，启迪未来，自 9
月份开始，新闻培训中心、省报协秘
书处、离退休职工管理部，认真调查
摸底，精心筛选对象，周密制定声像
采集计划。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积极筹划，第

顶端拿到移动互联网
视听节目服务资质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向河南省广
播电视局下发批复函（广电审【2021】408
号），同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增加移动互
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类别涵盖时政
类视听新闻节目转载、文艺、娱乐、科技、
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的汇
集、播出。播出名称为顶端新闻，传播网
络为移动互联网，传播范围为全国。标志
着顶端新闻由图文为主向视频为主的全
面升级，标志着顶端新闻在平台型客户端
建设上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范昭）

一批声像采集对象已经确立，并于
10 月 27 日顺利启动采集工程。
当天的启动活动中，作为声像史
料抢救暨征集工程倡议者之一的集
团离退休干部于为民，面对镜头深情
回顾了他与河南日报的缘分和在河
南日报的工作经历，历数新闻采访中
所经历的重大历史时刻，并对报社年
轻一代寄予希望。他叮嘱前来采集
资料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把声像史料
抢救暨征集工程做好，为集团、为河
南、为党的新闻事业留下宝贵的历史
记忆。
（赵立功）

集团资金信息化项目正式启动
10 月 12 日，集团召开资金
信息化项目启动会，会上，项目
合作方金蝶软件介绍了近些年
金蝶软件在推广信息化建设方
面的成就，希望通过深度合作，
齐力打造“预算、核算、资金、纳

税、档案、共享”一体化信息化的
互联网传媒集团，推动报业集团
业财融合迈出实质性步伐。在
集团计财部和网络中心共同努
力下，新系统将于 2022 年初正
刘赟涛）
式上线。 （王震川、

大河美术走进
“创业港”
10 月 22 日上午，河南大河美术有限
公司与河南省留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这份框架性的
协议，双方将依据资源互补、互惠互利原
则，在展赛和艺术文化活动策划、艺术家
推介、文创项目孵化、项目团队建设等方
面逐步深化合作，携手助力河南“十大战
略”中的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大河美术馆（南区）也于当日挂牌。
河南省留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由优
秀海归人员创立，是致力于创业投资、园
区建设和创业孵化的专业公司。由该公
司投资建设的中美国际（郑州）创业港是
国内最大的创业园形态的品牌分港。中
美国际创业港创始人、董事长王为工在签
约仪式上表示，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科技、
商贸、人才、投资等交流的企业，我们深知
文化自信和彼此文化认知的重要性。也
是凭借相同的理念和梦想，我们和大河美
（杨媛）
术团队走到了一起。

第五届中国（郑州）商贸
物流大会成功举办
10 月 16 日下午，由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指导，顶端新闻、河南商报社、郑州市
市场发展中心主办的中国（郑州）商贸物
流大会暨华丰·第五届中原批发商大会，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成功举办。
国内顶尖经济学者、知名商贸物流
领军人物、全业态批发商老板、中原零售
商场百货大咖等 2000 余人齐聚，共同探
讨新商贸时代的品牌重塑与产业赋能，
推动中原商贸物流业复商兴市，助力全
国商贸物流业步入新发展格局。
（王海英）

张鲜明 陈晓东当选
新一届省文联主席团成员
近日，河南省文联 12 家协会全部完
成换届工作。研究部署今后五年的工作
任务，修改各自章程，选举产生新一届领
导机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张鲜明、陈
晓东两位同志分别当选新一届河南省作
家协会、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近
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各协会的
文艺工作者创作空前活跃，文艺作品在
全国频频折桂。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作为
本省最重要文化宣传阵地业绩突出，守
正创新，培养出一批文化艺术领域的领
（李英华）
军人才。

大河速递获选
省物流协会
冷链分会首任
“掌门”

大河报（大河传媒公司）
举办新员工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培训
10 月 25 日下午，大河报（大河传媒有
限公司）举办新员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
训活动，大河报（大河传媒有限公司）班子
成员及 65 名新入职员工参加培训。
大河报（大河传媒有限公司）今年以
来把视频化作为转型引领方向，着力打造
引领新时代传媒发展潮流的精英融媒团
队，通过互联网化、一体化、企业化实现融
媒转型，通过重塑影响力、运营影响力、经
营影响力，实现主力军重返主战场。截至
目前，相继实施了重新定位、品牌重建、架
构重置、选拔年轻干部、人员重组、提升技
能培训、内容生产与传播分发流程再造、
调整绩效考核、完善制度建设等重要举
措。在人员重组过程中，除了对老员工进
行岗位优化外，还招聘一批新人，新入职
65 名员工全是 90 后，大部分是 95 后，为员
工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 （闫勇明）

简 讯

10 月 14 日 上
午，报业集团离退休
老同志欢庆重阳节
游艺活动在离退休
职工活动中心举
行。集团党委委员、副社长石晓林代表集团党委、编委会向老同
志们通报集团事业发展情况，并致以节日的祝福。通报会后，离
退休职工党总支成员、各支部书记和 160 余位老同志参加了趣味
游艺活动，大家兴高采烈，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温
许江 刘彦彬/文图
馨、快乐、
祥和的重阳佳节。

集团为老同志举办
欢庆重阳节游艺活动

华隆公司设立河南鹰城文旅融合基金
近 日 ，由 华 隆 公 司 发 起 的
“河南鹰城文旅融合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在中国(河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完成工商注册，基金
将正式进入运行阶段。
河南鹰城文旅融合投资基
金作为河南省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基金（母基金）子基金，由华隆
公司发起设立并担任基金管理
人，母基金作为财政引导基金出
资，联合鼎冠建设集团等社会出

资方共同出资，基金首期规模
1.36 亿元。
子基金以市场化方式依托
省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支持
文化产业、旅游业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重点支持媒体融合、创
意设计服务、影视制作、动漫游
戏、数字内容服务、文化传播渠
道、文化休闲娱乐、演艺、文化装
备制造等相关产业发展。
（叶一得）

大河速递济源分公司成立
10 月 19 日，大河速递与济
源市王屋镇签约，成立大河速递
济源分公司。
项目合作方济源市王屋镇，
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原发地，境内
资源优势突出，土壤有机质含量
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隔离
条件好，培育发展的白菜制种、
高山蔬菜、辣椒、西红柿、食用
菌、中药材等产业享誉全国。
近年来，大河速递以移动互
联网技术为引擎，以自主开发的

线上平台、完善的供应链和高效
的物流网络为依托，在智慧农
业、冷链物流、生鲜电商等领域，
打造了大河 U 菜网、大河鲜生、
大河万店通、大河冷链、大河教
育、大河好运等一批行业领先的
知名品牌。同时，以上下游资源
集聚为抓手、以“线上+线下相互
融合”为核心，建立起了市民高
度认可的城市生活综合服务平
台。
(胡炜东）

10 月 15 日，
“ 冷链产业高质量发展
论坛暨河南省物流协会冷链分会成立大
会”启动仪式，在郑州大河国际酒店举
行。大河速递当选为河南省物流协会冷
链分会会长单位，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等 11 家公司当选为副会长单位。
（胡炜东）

河南报业协会
“转型课堂”
开讲
10 月 21 日,一堂以《报业发行的凤凰
涅槃》为主旨的精彩讲座,在洛阳举办的
河南报业发行年会上进行了分享，标志
着省报协转型课堂正式开讲。转型课堂
是省报协秘书处积极回应媒体融合和报
业转型需要，重点打造的品牌策划。
（王凌云）

大河酒店奋力夺取
经营工作
“全年红”
10 月 19 日晚，大河酒店管理公司在
大河锦悦酒店召开 2021 年第三季度经
营分析会，分析研判形势，研究谋划第四
季度经营工作。前三季度，大河酒店经
营情况整体高于 2020 年同期，且增幅较
大。虽然第三季度受到了汛情、疫情的
双重影响，但各成员酒店想尽办法弥补
损失，调整经营思路，扎扎实实落实公司
的各项政策，赢得了较高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第四季度酒店将铆足干劲，
紧盯目标，坚定信心决心，不折不扣完成
最后一阶段冲刺的硬任务，全力夺取“全
（陈媛）
年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