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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赵素萍批示
近日，在全省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河南日报在做好“规定动作”的
同时，对采访资源进行再度开掘，把
省委书记谢伏瞻与文艺工作者互动
交流的内容制作成适合全媒体刊发
的稿件，在集团新媒体上接续推送，
取得了“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放
大作品影响力”的传播效果，切实让
时政新闻活起来、新起来、亮起来。
5 月 1 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赵素萍在集团《采编动态》专期总结
全媒体探索时政报道《发挥融媒优
势 做靓时政新闻——河南日报全
省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1+1”全媒
体呈现》文章上作出批示：
很好的探索。要坚持做下去。

“暖暖新年”主题
活动受表彰
本报讯 近日，省委宣传部印发《关
于表彰 2017 年“暖暖新年”主题活动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对全省“暖
暖新年”主题活动中涌现出的 39 个先
进集体、50 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集团
新闻管理部、河南报业网络中心等 10
家单位，
田建光等 9 位个人受到表彰。
2017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11 日，省
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单位在全省深入
开展“暖暖新年”主题活动，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年俗文化。
“暖
暖新年”主题活动已连续三年由省委宣
传部委托集团主导主办，已成为我省新
的年俗文化品牌。春节前后，集团组织
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年俗文化活动，河
南日报启动中央信息厨房，跨行业、跨
媒体、跨地域全媒体联动，其中，
“ 树文
明新风 过暖暖新年”征文比赛、
“ 暖暖
新年 新春诗会”、
“ 暖暖新年 手机春
晚”、
“ 暖暖新年 中原春早”2017 河南
手机网络元宵大联欢等活动成为重要
亮点。
张红梅

阙爱民获
“优秀
援疆干部人才”
称号
本报讯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表彰
第八批省市援疆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
个人的决定》，集团选派参加第八批省
市援疆工作的阙爱民同志获“优秀援
疆干部人才”表彰并记功一次。 肖遥

省政府国资委
发来感谢信
本报讯 4 月 25 日，省政府国资委
发来感谢信，感谢河南日报特别是城
市经济采访部和栾姗记者，跟踪报道
国企改革动态，推出《策马扬鞭再奋蹄
——我省纵深推进国企改革述评》和
跨版《打赢国企改革攻坚战访谈录》等
报道，深度解析河南国资国企的现状、
改革着力点和光明前景，极大鼓舞了
国资国企系统的广大职工全力打赢国
企改革攻坚战。
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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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闻

凝聚精神力量 绽放文明之花
赵铁军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上强调，要举全集团之
力，确保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申报成功
本报讯 近日，集团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会议隆重举行。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社长、集团精神文明建
设领导小组组长赵铁军出席会议并
讲话，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集
团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王
俊本主持会议并传达中央文明委、
省文明委和省直文明委会议精神，
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张光辉宣
读《集团 2017 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方案》，集团新一届精神文明建设领
导小组成员和文明专干共 80 余人
参加会议。
赵铁军社长强调，全国文明单
位是一项综合性的政治荣誉，规格
高，标准实，要求严，一年一复查，三
年一申报。这块金字招牌，对集团
至关重要，对外，是形象；对内，是气
质。再次站上申报起跑线，必须举
全集团之力，全员发动，全情投入，
以归零的心态，以必胜的信念，确保

一次成功！
赵铁军社长指出，要在预定时
间内完成目标。一是要提高站位，
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准确把握中央和省委的要
求，找准工作重点和着力点。二是
要发挥优势，站在创品牌的角度，
充分发挥报业集团新闻舆论宣传主
力军、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作用，努
力打造重大主题宣传的品牌；维护
好河南文明网等新媒体宣传品牌；
继续刊发好“讲文明树新风”等公
益广告，努力提升质量，打造公益
宣传品牌。三是要围绕大局，集中
力量办大事，通过创建，带动全
局。四是要持之以恒，扑下身子抓
落实，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广泛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道德讲堂
等活动，精心组织职工喜闻乐见、
健康有益的文体娱乐活动。发挥精
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和文明专干等

骨干力量的关键作用，增强实效
性，把握主动权。
赵铁军社长要求，集团文明办
要牵头组织好有关任务，推动各项
任务落到实处。集团各部门、各媒
体、各单位要服从并支持集团文明
办的工作，对所承办的活动和承担
的任务，
按时按要求保质保量完成。
王俊本副总编辑就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提出要求。一是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使命感，全力以赴开展工作；二是加
强领导、强化责任，确保每项任务专
人管、专人干、专人负责；三是突出
特点、形成特色，彰显党报媒体的责
任和担当，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新局
面。
会议期间，集团文明办还对近
60 名文明专干进行了业务指导和
培训。
周恩成

用信息服务大局促发展
赵铁军社长要求，
加强信息报送工作，
发挥服务大局与决策的作用
本报讯 5 月 4 日，集团召开信
息工作推进会议，落实省委办公厅、
省委宣传部关于加强信息工作的要
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集团信息工
作，切实提高信息员的思想认识、写
作水平和工作能力，推动集团信息
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了开好这次会
议，赵铁军社长专门作出批示，要求
“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发挥服务大局
与决策的作用”。集团党委委员、副
总编辑王俊本出席会议并讲话。省
委办公厅信息调研室调研员徐荣双
应邀作了题为“怎样编写好信息”的
辅导报告。
徐荣双长期从事信息工作，在
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舆情分析与

研判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
辅导报告中他结合自己在信息工
作中的经历和感悟，从编写信息
的重要性，信息报送的种类和格
式，信息的基本写法和注意事项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 向与会人
员传授了做好信息报送工作的经
验和做法。
辅导课结束后，王俊本说，徐
荣双同志的报告深入浅出、旁征博
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指导性，希
望大家要认真学习、认真领会。
王俊本指出，领导重视是做
好信息工作的前提。各单位主要
负责人要把信息工作作为一项重
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分管领

导要指导本部门的信息工作。完善
机制是做好信息工作的保障。要保
证信息能够第一时间快速收集、高
效编写、严格审核、及时报送。真
抓实干是做好信息工作的关键。要
按照集团信息工作的目标任务，强
化精品意识，真抓实干，切实提高
执行力。
会议还下发了《集团关于加强信
息报送工作的通知》和相关信息参阅
材料，对加强集团信息工作做了明确
要求，对信息报送考核制定了标准，
为集团持续提高信息工作水平提供
了遵循。
各单位信息工作分管领导、信息
员 70 多人参加了会议。
庞菲

慰问帮扶暖民心
集团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帮助驻村第一书记协调解决问
题、
指导工作”
的工作要求
本报讯 为落实中央和省委关
于“帮助驻村第一书记协调解决
问题、指导工作”的扶贫工作要
求 ， 5 月 12 日 ， 集 团 党 委 委 员 、
省纪委驻报业集团纪检组长朱永
飞，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王
俊本，带领集团有关部门人员，
深入集团扶贫点登封市石道乡赵

庄村慰问贫困户。
在赵庄村村委会，朱永飞、王俊本
听取了集团驻村第一书记何高峰同志
关于该村扶贫脱贫的基本情况汇报和
发展规划，查看了贫困村民脱贫的信息
档案，检查了村委会的办事窗口和制度
建设，认为驻村工作的制度建设细致规
范，发展思路清晰，脱贫效果明显。

之后，又到村中看望了赵庄
村现存的 2 个贫困户，送去了慰问
品，与贫困村民深入交谈，了解致
贫原因和他们的需求，鼓励他们
坚定信心，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
在驻村干部的带领下自主创业，
尽快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直属单位党委

集团召开微型党课工作协调会
本报讯 5 月 17 日下午，集团
要开展好微型党课，必须准确做好
在报业大厦多功能厅召开微型党课 “三个把握”，即准确把握“党课姓
工作协调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
党”，准确把握内容与形式的契合
辑王俊本参加会议并讲话，来自集
点以及准确把握授课者的角色定
团各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微党课主
位；必须做到“三个结合”，即微
讲人、党支部委员等共计六十余人
型党课活动要与创新党建载体相结
参加了会议。
合，与部门工作实际相结合，与集
王俊本强调，开展微型党课是
团媒体融合相结合。同时，要准确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推进“两学一
理解“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紧扣
做”常态化制度化的具体举措，也
时代脉搏，紧贴工作实际”的要
是更好地贴近融媒体发展的需要。 求，语言风格要接地气、去浮夸，

切口要小，立意要新，入题要快。
要主动适应集团融媒体发展的需
要，积极倡导“微型党课＋多媒体
应用”，着力创建报业传媒特色党
建活动新平台。
协调会上，集团 2016 年度“两
学一做”微型党课获奖单位河南日
报出版部、地市记者部和今日消费、
大河全媒体广告公司以及省文投公
司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直属单位党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