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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 勠力前行 加快实现换挡提速

集团召开 2017 年度工作大会
本报讯 2 月 15 日，集团召开年度
十届省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
工作大会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王亚明总编辑宣读集团《关于表彰
作会议，传达学习十届省纪委二次全会
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的决
精神，总结 2016 年工作，部署 2017 年工
定》
《关于表彰 2016 年度先进党支部
作，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并对党风廉 （总支）、经营先进单位、优秀共产党员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部署。赵铁
及先进工作者的决定》。获奖单位和部
军社长强调，2017 年是集团党委确定
分个人上台领奖。
的“换挡提速年”，要按照“一个统领、三
王俊本副总编辑宣布 2016 年度集
个推进”的总体思路，脚踏实地，勠力前
团十件大事评选结果。
行，全面提升党报集团的内容传播力、
赵铁军社长在对集团年度工作进
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行部署时强调，2016 年集团各项工作
集团领导薛德星、王亚明、王俊本、 呈现出积极健康、向好向上的态势，重
董林、王国庆、肖建中、汪新华、齐岸青、 点领域实现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突
高金光、
石晓林，
省文投公司总经理孙书
破：全年受到新闻阅评表扬和省领导批
一，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领导王自合、
韩嘉
示等 50 余次；新媒体日均发稿量突破
俊、
孟磊出席会议。离退休厅级干部、
离
3000 篇，移动客户端和手机报的用户
退休党总支代表，
行管党务部门、
河南日
超过 4000 万，新媒体微信号等的粉丝
报副处级以上干部，
系列媒体、
经营单位
突破 1 亿；实现经营收入 17 亿元、利润
中层以上干部近 500 人参加会议。
1.3 亿元；
“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工作
纪委书记汪新华传达省委书记谢
亮点纷呈（讲话详见 01 版至 04 版）。
伏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正晓在
赵铁军社长强调，2017 年是政治

的大年、改革的大年、融合的大年。要
的能力和水平（讲话详见 05 版）。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薛德星总经理主持会议并指出，赵
讲话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聚焦
铁军社长准确总结集团 2016 年工作，
科
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好集团党委“一个
学安排 2017 年工作，
对党风廉政建设和
统领、三个推进”的总体思路，全面提升
反腐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各部门、各
党报集团的内容传播力、品牌影响力和
媒体、
各经营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
全面
核心竞争力：一是以十九大的宣传为统
贯彻落实：
一要闻鸡起舞，
以时不我待的
领，营造团结奋进的舆论强势；二是以
紧迫感、
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不进则退的
党报为引领，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危机感、
勇于担当的责任感，
迎接党的十
三是以“一体两翼”发展战略为支撑，加
九大胜利召开；
二要登高望远，
科学把握
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四是以全面强化 “一个统领、
三个推进”
总体思路，
创造性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为抓手，加快推
找到集团战略与本职工作契合点，不断
进人才队伍建设。
取得新成绩；
三要扑下身子，
领导干部带
赵铁军社长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
头，党员发挥模范作用，牢记宗旨，务实
反腐败工作进行部署时强调，2017 年
担当，
切实担负集团融合发展、
转型攻坚
要在三个方面取得实效：一是提高政治
的历史使命。
站位，深刻领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集团领导和各单位、各部门负责同
工作的责任和使命；二是保持高压态
志分别签订《2017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
势，切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目标责任书》，河南日报各部室、系列媒
作步步深入；三是着力固本培元，稳步
体负责同志签订关于净化舆论环境、遵
提升集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守宣传纪律的承诺书。
熊飞 李富春

开拓创新 勇往直前
——在集团年度工作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赵铁军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在集团转型攻坚进入
深水区、融合发展踏上新征程的重要节
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任务是，
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宣传部长会议和推
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座谈会等会议精
神，回顾盘点 2016 年的工作，总结经
验、分析形势、聚焦问题、谋划对策，安
排部署 2017 年的工作。

双双问鼎中国新闻界最高奖，为河南
新闻界在全国争得了荣誉。集团各媒
体推出的报道先后受中宣部 《新闻阅
评》《河南新闻阅评》 表扬和省委、省
政府领导批示等 50 余次。
1.浓墨重彩，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集团各媒体始终把深入
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调
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围绕“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设专版、
一、2016 年工作回顾
专栏，突出党报引领，全媒体发力，掀起
过去的一年，对报业集团来说，是
了一个又一个宣传热潮。
充满挑战的一年，是满载期望的一年，
把总书记视察河南时提出的打好
是守正出新的一年。一年来，在省委、 “四张牌”作为宣传阐释的重中之重，策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委宣传部的
划推出了“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等系
具体指导下，集团党委带领全体干部职
列报道，各媒体平台刊发动态性、解读
工，牢牢扭住“四转”任务，负重拼搏，奋
类稿件 1000 多篇。河南日报的《新征
勇前行，各项工作呈现出积极健康、向
程 更出彩--写在省第十次党代会召
好向上的态势，重点领域实现了具有标
开之际》等报道和金水河客户端有关策
志性意义的新突破，受到了省委和省委
划，把专业术语转化为群众话语，深入
宣传部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
浅出，入脑入心。大河报、河南商报、各
回顾 2016，可以说是风雨兼程，既
新媒体等紧跟党报报道，在重要位置及
有荆棘又有鲜花，
既有坎坷又有收获：
时转载。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东方
（一）牢记使命、服务大局，新闻宣
头条等纷纷转发集团相关报道。
传乘势而进
2.出新出彩，报道党的十八届六中
2016 年，河南日报和系列媒体紧
全会和省第十次党代会。党的十八届
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谋大
六中全会召开后，河南日报和系列媒体
事、出精品、发好声，主流媒体“中
迅速行动，组织系列评论，邀请专家学
流砥柱”和“定海神针”的地位进一
者撰写理论文章，刊发各地学习贯彻全
步彰显，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
会精神的动态消息，用高频率、全覆盖
加出彩提供了强大的新闻舆论正能
的新闻宣传凝聚共识。
量。河南日报通讯 《马氏“兄弟”跨
按照省委“奋战党代会，争取 100
越二十年的诚信》、河南日报记者平萍
分”的要求，河南日报充分发挥“旗舰”

作用，精准把握会前、会中、会后不同阶
段报道特点设置专栏专题，前后发布
300 多篇报道，推送 40 多个新媒体产
品。大河报《郑州的桥》大型原创 MV
等产品，河南商报的“国家中心城市郑
当时”专版、河南法制报的“讲述法治河
南好故事 弘扬河南政法正能量”专栏
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3.鼓舞斗志，聚焦“三大攻坚战”。
在打赢我省“三大攻坚战”宣传中，河南
日报和系列媒体第一时间推出消息、评
论、解读，形成舆论强势。脱贫攻坚战
中，河南日报专门成立了兰考报道组、
滑县报道组，采写刊发了 50 余篇“脱贫
攻坚日记”。中宣部《新闻阅评》专期表
扬。王天定同志深入到贫困地区的角
角落落，以一百个生动镜头记录了河南
乡村的可喜变化。国企改革攻坚战中，
集团各媒体开设专栏，及时报道各地先
进典型、鲜活经验，多个地市和企业负
责同志高度评价。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中，大河客户端组织开展“蓝天之星”
评选活动，河南商报推出了“治霾在行
动”等系列报道，在全省上下形成以责
任倒逼任务落实的共识。
4.加油鼓劲，关注“国”字号战略规
划。一年来，诸多国家级战略规划和平
台落户中原。各媒体推出 100 多块专
版，刊发近 700 篇消息、通讯、评论、理
论文章解读政策，展望未来。各媒体还
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米字形
快速铁路网、PPP 模式等一批重点项
目、重点工作上做好报道、做足文章。
5.塑“星”铸魂，柔性传播核心价值

观。各媒体突出柔性传播理念，积极探
索完善正能量报道常态化机制，推动更
多正能量典型走向全国。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河南
籍维和烈士申亮亮、96 岁“最美医生”
张效房、
“周口英雄”胡浩强和陈庚、
“火
海救人”牺牲的王锋、女排姑娘朱婷、紫
荆山 104 路公交车等，都是集团所属媒
体率先发现并推送的，其中多个典型被
中宣部要求全国媒体推广。
6.引导得力，画好网上网下“同心
圆”。面对突发事件、热点事件，各媒体
不失语、不乱语、有底气、讲技巧，做到
了第一时间权威发声、首发定调。在
2016 年上半年发端于网络上的“毒水
壶”事件，大河报纸媒和“两微一端”齐
上阵，有力回击网络传言。中宣部《新
闻阅评》称赞大河报报道“可称为互联
网语境下主流媒体网络与传言之间的
一次‘竞跑’”。夏季暴雨报道、释永信
事件报道，集团媒体深入采访，有节奏
地释放信息，实现了重大舆情平稳落
地。
（二）移动优先、一体发展，媒体融
合扎实推进
2016 年 4 月 24 日，刘奇葆部长视
察集团，作出“三个办好”指示。我们紧
紧盯住在一亿人口大省打造形态多样、
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的目标，努力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融合发展之路，为建设“区域性、生态
型、有强大舆论引导能力的新型媒体集
团”夯实地基。
（下转 0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