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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惠芳 唐超奇

湘江北去，百舸争流。
湘江两岸，气象万千。
湖南日报砥砺奋进， 铿锵

前行， 走过了阳光与风雨交织
的65个春秋，在湘江两岸架起
了一座七彩桥， 架起了一座穿
越辉煌历史、铸造厚重现实、通
往灿烂未来的文化之桥。

沉甸甸的岁月之书， 翻到
了第65页。 湖南报人见证了历
史，写就了历史。

根深叶茂的大树， 刻写了
第65圈年轮。 这是一圈一圈的
涟漪，更是一串一串的音符。

站在第65级台阶上，在创
新融合的主旋律中， 湖南报人
奏响“宣传、事业、产业”三大交
响乐。

七彩桥，横跨65年。 七彩
桥，横跨风雨阳光。 七彩桥，呈
现耀眼的七彩。

近年来， 传统媒体的单一格局被
打破，新媒体异军突起。湖南日报经历
了阵痛，并在阵痛中觉醒，创新思维，
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湘江两岸，绿意盎然。湖南日报传
媒中心正在崛起， 成为几代湖南报人
新的希望。

在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 占地近
1000亩的湖南日报报业文化城让全国
同行瞩目。作为十一五时期湖南省重点
工程项目之一，湖南报业文化城汇聚了
报纸的采编、印刷、发行等产业链上的
各大机构。 其中，湖南日报印务分公司
是中部地区产能最大的报纸印刷企业。
在产业生产的外围，报业房地产开发如
火如荼，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米
地亚家园”开发已接近尾声。 目前，集团
正在启动报业文化城西面和南面200多
亩产业用地的开发工作。

在长株潭两型社会示范区建设的
核心地带，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牵头开
发的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用地已

在昭山风景区选定。一期建设用地200
亩，集团将用5年左右时间，在这里建
成一个以华声在线网络传媒及新闻培
训中心为基础的、 科技密集和人才密
集的现代传媒产业聚集区， 构建起一
个新媒体研究开发及人才培训的优质
平台。

文化的力量无穷尽。 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积极探索产业多元化发展新
路，通过多种形式进军文化地产、文化
旅游、文化产权交易、文化产业投资、
文化艺术品收藏等多个产业。 集团控
股的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是中南
地区首家文化产权交易所， 是我省文
化艺术品投资交易和文化产业投融资
服务的综合金融平台。 在湖南西部的
千年商城， 集团参股组建了湖南洪江
古商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将洪江古城文化旅游开发与凤凰
古城和张家界旅游市场融为一体。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正在深度融入
文化强省建设的新征程。

青

65年征程中， 华声在线———湖
南日报航空母舰集群中的新军。 这
支“青年近卫军” 引领着新媒体创
新方向。 华声谋求上市的过程， 就
是整合、 激活内部资源的过程， 就
是精细化、 高效化管理的过程。

创办 13年来， 华声在线秉承
“湖南味道， 中华声音” 立网宗旨，
从论坛创新， 到聚合创新， 再到融
合创新， 已发展成为一个以互联网
为核心， 覆盖网络、 杂志、 报纸、 手
机、 数字出版、 户外新媒体的跨媒
介、 跨区域传播平台， 成为一个融
合不同业务形态和媒介形态的全媒
体集团。

2009年9月底， 华声在线被正式
列入全国重点新闻网站首批转企改
制试点单位名单。 2010年9月29日，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创立， 成为
国内首家完成股改的地方重点新闻
网站。

2012年10月， 三湘华声斥资1.7
亿入驻湘江之滨的凯乐国际城和北
京CBD中央商务区内的朝外SOHO。

2013年， 集团党组提出将集团
时政类报刊采编以外的所有传媒业
资产整体注入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
司的实施方案， 并通过省委宣传部
上报有关主管部门。 2013年底， 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务院新闻
办、 中宣部先后批复同意了这一实
施方案。 这一方案的实施， 将为华
声上市扫清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过
多的障碍， 同时也将完善、 延伸华
声在线的产业链条， 实现传统媒体
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目前， 华声
在线上市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
完成， 拟向中国证监会递交 IPO申报
材料。

赤

橙色收获：担当精神，
彰显媒体责任感

走过65年， 湖南日报不断发展、壮
大，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2009年，以报
庆60周年为契机， 湖南日报加快了前进
的步伐，好戏连台。

今天的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围绕“办
报、上市、盖楼”三大中心工作，突出创新
发展、转型发展、融合发展三大主题，正
在向着国内一流的现代传媒集团阔步迈
进。 集团拥有10大传媒机构，19个经济
实体， 总资产25亿元， 员工3000多人。
2006年到2013年， 集团实现了资产总
量、年度经营收入、年度利润和职工年平
均总收入4个翻两番。 2009年到2013年，
湖南日报连续5年跻身“中国省级党报十
强”，2011年获评“中国媒体华表奖”和

“最具公信力媒体”，2012年获“全国文化
体制改革先进单位”称号。 2013年，湖南
日报和华声在线分别荣获“传媒中国年
度十大党报”和“传媒中国年度十大品牌
价值新闻网站”， 三湘都市报获得“中国
报业经营管理奖”。

2011年10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
长，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
省委、 省政府的汇报会上说：“湖南日报
确实在宣传全会精神方面力度很大，一
些文章写得很好。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感，
媒体的责任感。 ”随同调研的人民日报社
社长张研农也在会上说：“作为同行，这
几天关注了湖南日报， 深感这是一群有
理想、有责任感的人在办报，报道、言论、
版面都体现了湖南人的思想面貌和担当
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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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紫气东来：谁持彩练当空舞

青春力量：
华声上市，目标激活步伐

创新融合“七彩桥”
———写在湖南日报创刊65周年之际

65年的变迁，日新月异，今非昔比。
一代又一代湖南报人， 为了湖南

日报事业的蓬勃发展，付出了心血。
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442号，是湖

南报业文化的发祥地。从1949年8月15
日到2012年8月15日，湖南日报在这里
整整笔耕了63年。

2012年7月1日， 湖南日报传媒中
心工程项目宣告奠基。 作为省十二五
时期的重点工程项目和标志性文化产
业工程项目， 湖南日报传媒中心占地
面积30.74亩，设计总建筑面积21万平
方米，计划投资16亿元，主体建筑高度
248米，计划2016年建成。 主体建筑由
报业大楼、 新媒体产业大楼和写字楼
三大主体组成，包含文化事业板块、文
化产业板块及配套服务板块。

2012年8月15日开始，集团所属各
单位陆续迁入湖南报业文化城、 长沙
凯乐国际城、湖南新闻大厦办公。

2013年4月25日， 湖南日报传媒中
心建设工程基坑开挖。 2013年5月29日，
工程指挥部与中建五局正式签署工程建
设合同，提出了“奋战1000天，实现湖南
日报传媒中心办公楼交付使用” 的时间

表。 2014年5月31日，传媒中心建设工程
达到正负零， 目前正以每月3至4层楼的
速度日新月异地长高。预计2015年底，部
分采编和办公大楼可望交付使用。

湖南日报传媒中心建设项目得到
省委、 省政府及省委宣传部的高度重
视和大力支持。 周强、徐守盛两任省委
书记先后亲临现场调研；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许又声等领导也多次到工地调研并
拍板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副
省长李友志先后3次主持办公会议协
调解决工程建设中的有关难题。 省纪
委、省委宣传部、省住建厅、省财政厅、
省国土厅、 省环保厅有关领导也多次
就项目建设进行实地调研。

建成后的湖南日报传媒中心将是
一座集传媒内容生产、新媒体运营、文
化产业经营于一体的现代传媒基地，
一个集展示、编辑、发布、直播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现代传播平台， 一个集
文化传播、文化传承、文化创意于一体
的现代城市综合体。 它不仅是湖南的
标志性文化建筑， 也将是全国一流的
传媒地标建筑。

② 1960 年 拍
摄的湖南日报大门
（建于1951年）。

唐又庭 摄

④ 2008 年 拍
摄 的 湖 南 日 报 外
景。 谷一均 摄

①

②

③

⑤ 1995年 10
月9日 ，《三湘都市
报》、《文萃报》受群
众青睐。

刘建光 摄

毛主席3次题写报名

一代伟人， 对家乡报纸倾注了无限
的情感。 毛主席3次题写报名，成为湖南
报人无比珍贵的红色记忆， 成为湖南新
闻界无与伦比的骄傲。

1949年8月15日清晨， 古城长沙阳
光格外灿烂。 在鞭炮声、锣鼓声中，中共
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创刊了。

立足湖湘大地，吸纳湖湘文化。湖南
日报走过了65年风雨历程。

湖南日报社第一任社长，后担任毛主
席秘书的李锐回忆说，从创刊初期的新湖
南报到湖南日报， 毛主席曾先后3次题写
报名，对家乡的报纸十分关注。 毛主席经
常阅读湖南日报， 把她当作“湖南的日
记”，以了解湖南，推介湖南。

从那一天起， 湖南日报与年轻的共
和国一起成长，与湖南发展的脚步同行。
2001年10月31日，经省委、省政府和中
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湖南日
报为母体组建的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宣告
成立。 湖南日报掀开了新的篇章。

湘江北去，紫气东来。两岸三地七彩桥。 65年的
探索与奋斗，65年的积淀与升华， 湖南报人具备了
创造更加辉煌业绩的能力。 一手抓媒体，一手抓产
业，浓墨重彩地描绘新的发展画卷。

今天的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正以党的十八大精神
为指引，以坚定不移做大做强湖南日报，坚定不移做
大做实集团公司，坚定不移做大做优华声传媒“三个
坚定不移”为战略目标，不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向
着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传媒集团阔步前进。

当湖南日报报庆70周年之际，仰望更加雄伟壮
丽的七彩桥，湖南报人又是何等的自豪！

蓝
蓝色梦想：传统纸媒，在挑战中坚守

长期以来，湖南日报已形成“采编、广告、印刷、
发行”固有格局。 在新媒体的不断冲击下，纸媒的生
存成为紧迫的问题。

是加快融合，还是固步自封？ 湖南日报毅然选
择了前者。创新融合中，湖南报人没有妄自菲薄。 作
为拥有65年辉煌历史与文化厚度的湖南日报，优势
犹在。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凭借着用心打造的公信力
和影响力而积累着舆论的力量。 在一个个重点叠
出、热点纷呈、难点频现的重大历史节点上，各大媒
体始终聚焦主战场，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放大
好声音，主动把镜头、版面对准经济建设主战场，用
湖南故事形象地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
一系列新媒体平台延伸主流舆论声音， 坚守导向，
恪尽职守，高端发声，向省委、省政府和广大受众交
出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

典型引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湖南
日报的传统。 袁隆平、戴碧蓉、文花枝等全国重大典型
率先从湖南日报“走出”，影响深远。

“三贴近”、“走转改”，成为湖南报人的行为习惯。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铺盖下乡，蹲点采访；八十年
代跋山涉水，采写湘西纪行、来自贫困县的报道；深入
1998年特大洪灾、2008年特大冰灾第一线，弘扬“抗灾
精神”；2012年，“蹲点长安营”，“探访湘江边最美乡
镇”；2013年，“四水探源”，走进“干旱走廊”……湖南
报人的足迹，遍及三湘四水。

关注大事，气势恢宏。 一年一度的“两会”报道，
量大质高，年年有新意，岁岁有亮点。 2014年，改革
进入“深水区”。 湖南日报吹响“改革集结号”，摆开

“热点话题谈心录”，展示“穿越时空的力量”……
新媒体前景美好，传统媒体不可或缺。 在融合

中拓展空间，在创新中谋求发展。

④

绿意盎然：
文化立报，思路决定出路

黄钟大吕：
传媒中心，新的文化地标

① 乡情（油画）。
贺安成作

③ 上 世 纪 60
年代湖南日报印刷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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