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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党报新媒体工作
协同发展恰逢其时
省委副秘书长、 省委网宣办主任

卿立新
这次全省党报(新媒体)融合发展座谈会恰

逢其时，为全省党报的媒体融合发展创造了条
件，将对我省党报媒体占领新媒体舆论场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前传统媒体面临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
挑战，我们只有直面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在媒体工作中特别重视研究用户与
读者的真正所需， 提高信息传播的有效抵达
率。媒体的融合发展，既包含了新媒体与传统
媒体之间的融合，也包含了各级党报媒体之间
在内容、人才、技术和渠道之间的协同发展，这
是大势所趋。湖南日报社是全国媒体融合工作
的先行试点单位，其媒体融合工作最终将通过

“新湖南”这个全新的移动新媒体来实现。各市
州党报在“新湖南”这个新媒体平台上通力合
作，技术互助、内容共享，利益均沾，形成联系
紧密、协作通畅的党报新媒体集群。

“新湖南”在新媒体建设工作中大胆探索
新媒体发展的新机制与新体制，社会效益与市
场效益一起抓，确保“新湖南”作为新媒体业态
的可持续发展，争取在一两年内成为拥有千万
级用户的湖南新媒体新闻门户， 为湖南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成就搭建强大的宣
传平台。

媒体融合
要有借力发展的意识

湖南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覃晓光

媒体同行中有一句话，叫做“全国党报是
一家”。 今天， 我们湖南这一家人在岳阳聚齐
了！

全省党报负责人聚集一堂，共谋融合创新
发展大计，很有意义。

在互联网洪流中，传统媒体仍有强大的生
命力，无需自暴自弃、怨天尤人。权威性、公信
力是我们巍然屹立的根基。准确、快速、持续地
提供有价值、有分量的新闻和深度报道，这是
传统媒体走向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我
们应有的自信。只要我们以新的思维、新的姿
态去拥抱新媒体，我们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培育党委直接领导
的、自然延伸迭代升级的新媒体形态，如何担
负起新媒体领域的主流舆论阵地责任，让党和
政府的声音在新媒体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成
为我们这一代报人应有的思考。

融合发展，根本目的是借助新技术、新载
体、新手段，创新新闻生产和信息传播方式，切
实增强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和
舆论引导力。融合发展绝不应该是关起门来搞
融合，而要有借力发展的意识。我相信，通过本
次座谈交流，必将为全省党报更加紧密地合作
搭建坚实的平台，积累更为丰富的经验，必将
促进全省党报事业取得更大的发展！

共建党报融合发展
共同体新平台

湖南日报社总编辑 蒋祖烜

这次会议，主要是和各党报同仁互相交流
媒体融合工作的宝贵经验，探讨建立全省党报
融合创新机制，形成党报的“共同体意识”，寻
找党报共同融合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搭建党
报融合发展的新平台。

党报肩负共同的神圣政治使命， 在这个
介质迅速转换的互联技术革命时代， 需要共
建党报融合发展共同体的新平台。相互依存，
融合发展，是共同体迎接挑战、化危为机的最
有效举措。 省市党报之间开展合作、 融合创
新，既响应时代号召，也是现实需要与市场驱
动。通过党报资源的整合提升核心竞争力，同
时满足受 众对信息以及市场的需求和传播
的多样化选择。通过战略合作，各级党报可以
加大自有信息覆盖、提高信息运用率，促进双
方或多方地域交流， 必将提升媒体的整体影
响力。

湖南日报社倾全力打造的移动新媒体“新
湖南”是党报融合发展的新平台。这个新平台
有四大属性：它姓党，核心使命永远是为党和
人民的利益鼓与呼；它姓湘，是扎根湖南行政
区域、深耕湖南本土的区域性新闻门户，是世
界了解湖南的窗口；它姓移，是基于现代最先
进媒体手段生产与最先进媒体介质传播的新
媒体；它姓时，是高度专业化、资讯迅捷的时代
先声。

我们要寻找党报融合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自始至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自始至终把互
惠互利作为最高合作原则。在新媒体融合发展
中，湖南日报与市州党报通过共建“新湖南”客
户端为抓手，走跨界协作、合作共赢的道路，展
开对接与合作， 可以做到内容和渠道两轮驱
动，真正实现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 ，从而提
高品牌竞争力，增强舆论引导力，把我省党报
融合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党报一家亲，美丽“全家福”
岳阳日报传媒集团社长 戴文慧

岳阳日报传媒集团这几年在新媒体建设
中动手比较早。我们的具体做法是，成立新闻
采集中心和编辑中心，保证新闻信息第一时间
发布。在新媒体建设中，组建了自己的研发团
队，通过移动互联网帮助读者和用户链接党报

内容和电子版，同时，加大“一端两微”的建设，
目前，效果很不错。

此次全省首次党报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座谈
会在岳阳召开并由岳阳日报传媒集团来承办，
非常荣幸与高兴。都说党报一家亲，今天，全省
党报的主要负责人集聚在一起探讨交流，就
是一张美丽的“全家福”。希望这样的活动能
形成接力赛在各市州展开，形成共识和力量。

吹新风 振雄风
长沙晚报报业集团社长 龙钢跃

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来，印象中，还是第
一次参加全省党报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座谈会。
这次会议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背
景下召开，对媒体融合发展创新工作带来了一
股新风，也给全省党报在媒体变革转型上迎难
而上，重振雄风提振了信心。对于湖南日报提倡
的合作共建“新湖南”客户端建议，长沙晚报将
积极配合，全力支持。

发展新媒体，重在内容共享、技术互通、渠
道共建，报网互动。长沙晚报在下一步媒体融合
工作中，也要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加快融合的步
伐，我们近期也在研究星辰在线网站的改制问
题，要引进社会资本，引进高端人才，打破体制
障碍，做好融合创新工作。同时，还要加大对新
媒体的投入，要将社会效应摆在第一位，将其打
造成主流舆论宣传阵地。

融合发展就是“叠加体验”
衡阳日报社社长 周玉军

互联网是时代的标志，归根结底，是互联、
互动、互通、发展的平台，无疑也是联合发展的
平台。这次党报融合发展会议，就是聚合党报各
种力量，加快新媒体平台建设。

“互联网+”现在是显学，我的理解是，“互
联网+”就是叠加、聚合和升级，通过资源、技
术、情感的叠加和聚合，带来事业发展，力量升
级。

这次共建“新湖南”，就是发展升级的创新
举措，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党报发展新媒体的
新契机，积极参与战略合作的各项活动，也将积
极探索战略合作路径，努力打造媒体融合中特
色鲜明的“衡阳版本”。

“向大船借宝，随大船出海”
株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株洲日

报社社长 赵先辉

此次会议，我觉得有三个“好”：
首先，战略合作好。合作不光是力量的结

合，也是情感的融合，双方或多方战略合作，开
辟了发展新途径，拓展了市场新渠道。

其次是座谈会这种形式好。虽说全省党报
是一家，但长期以来是“只见长兄不见家”，说
的就是没有一个合作的实体或者落脚点。这次
的座谈会提供了合作平台，下一步就是细化合
作的细节和内容。

最后，产生的效果好。由湖南日报社牵头
引领各市州党报抱团发展， 对于地市党报而
言，借鉴省级党报在新媒体发展中积累的好观
念，好经验，好政策，新技术，就如同“向大船借
宝，随大船出海”，发展的效果“事半功倍”。

多方融合有利做大平台
湘潭日报社总编辑 喻名乐

在党报融合发展中希望达到多项需求，首
先是多平台的融合，除了共建“新湖南”客户
端，希望还能有报纸、网站、微博、微信等多平
台的融合，平台做的更大，产品就会更加丰富。
其次是数据融合，传统纸质媒体的数据体系建
设很不完善，如果能加快图片、文字、用户、读
者数据以及分析系统的融合，就能很好地形成
对用户的精准营销。 还要加大技术的融合，无
论是新闻的传送还是渠道的共建、信息的共享
等，都需要技术的驱动。

同时，也希望结合与“新湖南”的共建，坚
持地域特色，打造更接地气的本土产品，比如

“新湘潭”等。

“新湖南就是一趟顺风车”
邵阳日报社总编辑 黄颂明

湖南日报社倡议市州党报共建“新湖南”
客户端， 结合邵阳日报社的实际情况来说，感
觉就是搭上了一趟“顺风车”。现在全省市州党
报都在加大新媒体的发展力度，但各自发展的

“底子”不一，进度也就各异。

邵阳日报社近几年也非常重视新媒体建
设，但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相对匮乏，发展压
力很大，现在能搭上“顺风车”，大家的出发地可
能不一样，但目的地是一致的，就是做好党委、
政府主流宣传阵地， 但同时又补齐了我们发展
的短板，因此非常期待下一步发展的细化。同时
也建议，合作的时间可以更长一点，以三年为起
点，才更具操作性。

不缺位 大胆试
常德日报传媒集团总编辑 汪肯堂

在传统纸媒急剧下滑的当前， 党报的发展
虽说还可以，甚至有些还呈“逆势上扬”之势，但
要看清大趋势，具备忧患意识，要思考，如何保
证增长优势，还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态势。因
此，在注重新媒体建设，首先做到不缺位，要
树立阵地意识，要在纷杂的互联网声音中，体
现党报的存在感。同时，要加大对新媒体业态
的发展研究， 现在市面上的新媒体产品迭代
非常快，但“各领风骚三五年”，所以，要大胆
尝试运用新技术，重视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媒
体技术的研究。

目前，传统媒体如何融合新媒体，在全国都
没有一套可供复制的模式，因此，共建“新湖南”
客户端创意非常好，下一步回去，就专门组织人
员负责进行相关工作的对接。

内容为王 技术最“新”
张家界日报社社长 尹业清

捕捉最新的新闻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天
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时代，变化的
只是传播方式， 不变的其实还是要坚持内容为
王的新闻理念。

作为党报，我们应该更加有信心、有能力去
做好新闻内容生产。此次湖南日报发起共建“新
湖南”客户端，我们肯定会尽力配合。希望作为
新媒体的“新湖南”客户端，湖南日报社能够在
一些技术方面做到“新”，比如卫星定位技术等，
结合各市州的接地气的本土优质新闻内容，为
新媒体客户端提供诸多有价值的素材。 省市党
报在互联网+的驱动下，融合发展，依托新媒体
传播的广度与速度，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双赢”。

千里走单骑
谋划“新出路”

益阳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汤百舸

全力打造新闻客户端，是适应媒体发展的
新常态，也是媒体新常态的一种必然。

我们的新媒体建设属于“醒得早，起得迟”
的。2006年创办了益阳新闻网， 至今已近10
年，但一直处于较为“不温不火”的状态。下一
步如何发展，也非常困惑。此次我一个人来参
会，“千里走单骑”肩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为益阳日报在融合发展中“找出路”，找出一条
党报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各位的发言让我思考，今后媒体的融合发
展在媒体发展的业态层面上来讲是势在必行，
接下来，怎么做，如何做好?益阳日报积极响应
湖南日报社的倡议，在“新湖南”这面旗帜下找
到康庄大道，通途大道。

在共建中
“尽好自己的责任”
郴州日报社副总编辑 龙小旻

我们的新媒体建设目前也在起步阶段，如
何建？是我们全社上下都在思考的课题。

我们也考虑建设自己的客户端，但正面临
无技术、无人才、无资金的问题，所以湖南日报
提出共同建设“新湖南”客户端这个平台，对我
们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希望能建
立长期、稳定、深入的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我们
也将在共建“新湖南”客户端中尽责、努力，充
分发挥市州党报权威、主流的媒体优势，通过
优化采编流程、精编精选内容，将“新湖南”打
造成技术先进、传播力强的全媒体信息平台。

珍惜合作机会
紧密抓好落实

永州日报社总编辑 欧显庭

共建“新湖南”客户端，是党报推进传统主
流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占领舆论引导的制
高点，牢牢把握主流媒体发展壮大主动权的新
平台、新创意、新举措，要顺应这种融合发展的
大趋势。

永州日报将抓住此次发展新机遇，“搭上
这班快车”，树立、强化求新求变的融合发展理
念，不断创新，跟上媒体技术的进步和服务对
象的变化，从而进一步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在内容、渠道、技术、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
深度融合，提升媒体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
将珍惜此次会议交流的成果，回去还要紧密抓
紧落实各项工作。

打造新媒体的
“湘字号”品牌

怀化日报社副总编辑 易桂廷
党报发展新媒体，并不仅仅是依靠新媒体

来赚钱，主要的还是要占领互联网这块宣传阵
地。虽然发展新媒体投入很大，但并不能因为
投入大就“高高挂起”，但也注意量力而行。积
极参与、支持湖南日报发起的这次融合发展战
略合作。共建“新湖南”客户端，是地方性新媒
体平台建设的有益实践。

希望能通过此次合作，省市党报之间增强
沟通交流、强化谋划设计、注重力量整合，建立
全媒体、 立体化的省市党报融合发展体系，共
同将“新湖南”客户端打造新媒体的“湘字号”
品牌。

全力推介“新湖南”
娄底日报社总编辑 孙昌贵

当前，娄底日报已初步形成“报、网、官方
微博微信”一体发展的模式，但与兄弟党报相
比，目前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此次能参与共建

“新湖南”客户端，是对娄底日报新媒体资源和
生产要素融合发展的良好契机。我们定将积极
响应，全力配合。

共建“新湖南”客户端，是省市党报合作的
延伸和拓展，藉此，娄底日报可以实现与湖南日
报、以及各市州党报间的内容共享、平台公用和
深度融合，从而扬长避短，实现各平台间的优势
互补、 互利共赢。 我们将加大新媒体建设的投
入，全力推介“新湖南”客户端。同时，也希望也
能拓宽合作领域，多元化地合作和发展。

“团结就是力量的展现”
团结报社社长、总编辑 刘世树

自治州虽地处偏远， 但对新媒体发展的认
识还是很早，投入也比较早，从2008年开始，陆
续加大对网站、 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建
设。

正是因为意识早、动手早，自治州近几年
在一系列的舆情事件处理上， 赢得了主动权，
抢占了话语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湖
南日报社的大力支持和支援，也让我们深刻感
受到“团结就是力量的展现”。

此次参与共建“新湖南”客户端，我们可以
根据自己地域特色、用户需求，为用户定制新
闻内容和提供资讯服务，因此，今天我们签署
的这份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恰逢其时，希望
下一步将合作具体落实到操作层面，进一步拓
展合作内容，加强人才交流和互派学习。

（湖南日报记者 张权 黄晓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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