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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5日，
省委书记谢伏瞻带领省
委常委在兰考焦裕禄纪
念馆鲜红的党旗下重温
入党誓词。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旗下各个融媒体
平台迅速启用、联动发
力，第一时间推送冒着热
气的图文、视频、号外海
报和互动类H5等融媒体
产品，成为朋友圈的“爆
款”。全省党员跟着省委
书记，一起在线上重温入
党誓词。

权威图文报道，全网
齐推。昨日上午9时 10
分，谢伏瞻和省委常委集
体瞻仰“焦桐”、凝望“习
桐”，15分钟后，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旗下网站、客户
端、微博一马当先，率先
向一亿河南网友推送《谢
伏瞻带领省委常委集体
瞻仰“焦桐”、凝望“习
桐”》报道，随后各家新媒
体平台相继推送《谢伏瞻
带领省委常委集体瞻仰
焦裕禄纪念园》《谢伏瞻
书记带领河南省委常委
重温入党誓词》等新媒体
稿件，滚动报道。在此基
础上，报业集团旗下微信
公号“金水河观澜”第一
时间推出深度稿件《河南
省委常委集体奔赴兰考，
脚步背后有何深意？》，将
碎片化传播进行整合，挖
掘新闻背后的故事。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
体数箭齐发，引发网友点
赞。

首推现场视频，引爆
传播。在首轮图文传播
结束后，大河网第一时间
将前方记者传回的谢伏
瞻书记带领省委常委重
温入党誓词的视频进行
剪辑处理，并通过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融媒体平台
统一分发，同时推送。河
南日报客户端、河南日报
农村版网站、大河客户
端、河南商报“掌中河南
客户端”、大河网、河南手
机报、大豫网、河南法制

报微博等新媒体平台，通
过图文、视频等手段全方
位推送，形成传播合力，
达到最佳传播效果。昨
日下午，《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谢伏瞻带领省委
常委在兰考重温入党誓
词》的新闻特写推出，同时
配发高清图片和精心剪辑
的视频，全景再现常委集
体赴兰考的情形。

互动创意产品，刷爆
网络。在传统图文、视频
传播的基础上，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还推出了一系列
符合传播规律的“爆款产
品”，如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第一时间推出“谢伏瞻
带领省委常委在兰考重温
入党誓词”海报，以及互动
类H5“跟着省委书记，重
温入党誓词”等创意融媒
体产品。今日凌晨0时23
分，参与上述H5互动的网
友数量破百万。

记者辗转联系上第
100万名参与活动的网友

“生活在别处”。“孩子醒
了，我刷了一下朋友圈，
打开链接突然显示我刚
好是第 100 万个跟随省
委书记重温入党誓词活
动的参与者，好激动。”她
告诉记者，她是一名初中
英语老师，2011年入党，

“作为一名党员，我会尽
自己最大努力把孩子们
教好”。

网友“大卫”留言：
“通过H5跟着省委书记
一字一句重温了一遍入
党誓词，让我想起大学入
党时面对党旗宣誓的激
情，再次重温入党誓词，
也是提醒自己：党员要始
终牢记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网友“大别山羊”留
言：“看完报道后，我和家
乡正在创业的大学生高
秋伟，在青山绿水之间初
具规模的家庭农场山顶
上，再次举起右拳，重温
了入党誓词，表达了坚决
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跟着省委书记
线上重温入党誓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推H5互动
网友参与人数今日0时23分破百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梦菲

本报讯 11月5日，省委常委会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
兴南湖红船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
习《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研究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主持会议。

陈润儿、王炯、翁杰明、赵素萍、
任正晓、李亚、孔昌生、陶明伦、许甘
露、马懿、穆为民出席会议。叶冬
松、赵建才列席会议。

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共河南省
委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决定》。

会议指出，在党的十九大胜利
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上
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
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
并发表重要讲话，宣示了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展示
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时刻不忘
初心、矢志永远奋斗的坚定决心，
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实
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
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给全党上
了一堂生动党课、树立了光辉典
范，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我
们要大力弘扬“红船精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朝着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宏伟目
标奋勇前进。

会议指出，兰考是焦裕禄精神

的发源地，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精
神、延安精神、“红船精神”等一样，
都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
要坚决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看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焦裕
禄同志崇高精神，锐意进取、埋头苦
干，更好地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奋力开创新时代
河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境界。要坚定
自觉维护核心,把坚定维护、忠心拥
戴习近平总书记党的领袖和核心地
位作为最大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思想上深刻认同核心、政治上
坚决维护核心、组织上自觉服从核
心、行动上坚定紧跟核心，坚定不移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领航导向，始终在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始终跟着党中央令旗走。
要始终不忘为民初心,坚守入党誓
词，坚定理想信念宗旨，深入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领人民
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确保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
裕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要时刻牢
记使命担当,牢记总书记“让中原更
加出彩”的嘱托，坚持抓好党建是最
大政绩、推动发展是第一要务，着力
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着力深化
改革开放创新，着力改善民生补齐
短板，着力强化法治维护稳定，着力
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
新时代河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篇
章。要大力弘扬优良作风，坚持从
党的光辉历史、革命先烈精神中汲

取力量，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
船精神”，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
神，勤勤恳恳为民，兢兢业业干事，
清清白白做人，在推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河南实践中展现新
气象、新作为。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要提升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自觉性、坚定性，在全省
迅速兴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的
热潮，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
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
来，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要增强“四个意识”，扎实做好党的
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全
面准确把握、突出重点关键，精心组
织宣传、确保深入人心，加强学习研
讨、不断引向深入，抓好教育培训、
强化理论武装，紧密联系实际、强化
贯彻落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真正学懂弄通做实。新闻宣传
单位要一鼓作气、再接再厉，创新形
式、联系实际，真正把党的十九大精
神学深悟透，和河南实际结合好、宣
传好、贯彻好、落实好。全省各级党
组织要坚持政治标准，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检验“四
个意识”的具体行动，加强督促检
查，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河南落
地生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
新时代河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篇
章不懈奋斗。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更好地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河南日报记者 朱殿勇

深秋时节，金风和煦，兰考大地
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

在全省上下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11月5日一
早，省委书记谢伏瞻，省委副书记陈
润儿、王炯，省委常委翁杰明、赵素
萍、任正晓、李亚、孔昌生、陶明伦、
许甘露、马懿、穆为民一行，从郑州
驱车赶赴兰考县，瞻仰“焦桐”、凝望

“习桐”，共同追思焦裕禄精神；佩戴
党章、举起右拳，集体重温入党誓
词。

上午9时10分，谢伏瞻和省委
常委抵达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来
到亭亭如盖的“焦桐”下，仰望沉思。

“焦桐”挺拔，风姿依然。54年
前，焦裕禄亲手栽下的这株泡桐，历
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始终矗
立在这里。

省委常委们步行来到离“焦桐”
不远的“习桐”下,驻足凝望，虔心体
味。

“习桐”伟岸，桐林葱郁。8年
前，习近平亲手种下这棵用“焦桐”
树根培育的树苗，如今已是枝繁叶

茂，兰考百姓亲切地称之为“习桐”，
象征着在新时代焦裕禄精神生生不
息。

“焦桐”与“习桐”相互守望，如
同鲜红的旗帜，召唤着千千万万共
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
前行。

从焦裕禄干部学院出来后，谢
伏瞻和省委常委一行又来到兰考县
城裕禄大道88号，集体瞻仰焦裕禄
同志纪念园。

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大门两
侧，摆放着十九大精神主题宣讲牌，
在黄色菊花丛中的红色党徽，显得
格外鲜艳。

在纪念馆内，随着讲解员的讲
述，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将大
家带回当年焦裕禄书记带领兰考人
民治盐碱、斗风沙的艰苦岁月；在

“干部十不准”的展板前，听取焦裕
禄当年严于律己、不让家属听白戏
的故事。常委们边走边听，不时驻
足观看，交流感悟。

在巨幅展板前，讲解员朗读起
习近平当年所作的词《念奴娇·追思

焦裕禄》，“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
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
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大家心潮澎湃。

上午10时许，谢伏瞻一行来到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宣誓厅。大厅里
悬挂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面
前的党旗和胸前的党徽，相映生辉。

在谢伏瞻领誓下，省委常委同
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志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
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
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
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大厅，
这是河南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诺言和决心。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
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善作善
成、一往无前，把党的十九大精神确
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奋力开创
新时代河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境界。

瞻仰“焦桐”凝望“习桐”

谢伏瞻带领省委常委
在兰考重温入党誓词
□河南日报记者 朱殿勇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
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
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永不叛党。

入党誓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