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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省级 1
党报记者工作会召开
本报讯 在河南日报即将迎
来创刊 68 周年之际，5 月 23 日，由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首届全
国省级党报记者工作会议在郑州
召开，来自全国 24 家省级党报的
80 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党报
驻地机构如何在媒体融合转型发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主题充分交
流、深入研讨，为加快推进党报媒
体融合发展注入新能量。
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
萍委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庆
向各省级党报领导、嘉宾的到来
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河南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赵铁军在
致辞中介绍了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目前的发展现状以及在加快推进
媒体深度融合方面的积极探索。
当前，党报媒体融合发展已
步入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党报
记者工作和驻地机构发挥的作用
越发凸显。会上，24 家省级党报

相关负责人结合各自情况，就在
新媒体背景下如何办好党报，增
强党报舆论引导力，实现媒体融
合发展，加强记者队伍和驻地机
构建设等方面深入探讨，形成了
一场交流互鉴的思想盛宴。
与会代表认为，驻地机构是
省级党报新闻宣传和事业发展的
“开路先锋”，也是加快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在新媒体
时代，省级党报驻地机构应牢记
党报身份、坚持新闻立身，转变思
想观念、提高自身素养，不断创新
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实实在在
推动党报记者工作转型发展，真
正把党报驻地机构打造成为当地
最有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的全
媒体平台。
会议结束后，各省级党报代
表将奔赴安阳进行为期 3 天的集
中采访，并参加第九届安阳航空
运动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
王延辉

中牟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2
本报讯 5 月 18 日上午 9 点 58
分，中牟绿博大道屏华路，十部工
程车辆一字排开，喜庆的乐章在
绿博大地上沸腾蔓延。象征着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事业发展新突破
的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总部基地开
工奠基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集团领导赵铁军、薛德星、王
俊本、王自合，中牟县委、县政府
领导，以及集团相关各部门负责
同志、职工代表、群众代表等 300
余人参加奠基仪式。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总部基地
奠基是集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加快文化产业发展部署、加快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顺应郑汴融
城大趋势、拓展集团发展空间而
作出的重大举措。该项目是中牟
县重点项目，位于绿博组团核心
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发展的新基地、中牟县
的新名片、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的
新平台。
杜蒙恩

首届“金烛奖”评选揭晓 3
本报讯 5 月 12 日，作为庆
2016 年年底，河南日报策划筹备
祝河南日报创刊 68 周年系列活
的省首届“金烛奖”先进单位与个
动的一项内容，河南省首届“金烛
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截至 2017
奖”评选暨颁奖典礼在河南大学
年 5 月，全省 700 多家幼儿园、小
民生学院大礼堂举行，来自全省
学、中学、艺校、中等职业学校、高
18 省辖市的百余所各级学校代
校和千余名个人报名参加。经过
表和中央驻豫媒体负责人、省内
初期申报、评委初选和专家委员
主要媒体负责人参加颁奖活动。 会终评三个环节，最终有 100 多
集团总编辑董林，副总编辑肖建
所学校和 20 多名先进个人脱颖
中，副社长高金光等出席颁奖典
而出，分别获得“十佳教育工作
礼。
者”、
“十大新锐教育工作者”、
“最
董林在致辞中说，报业集团
具影响力典范名校”、
“ 高质量就
各媒体历来把教育宣传放在重要
业示范高校”、
“ 教育改革先锋学
位置，关心教育公平问题、教学改
校”等 10 个奖项称号(获奖名单将
革问题，推广优秀的行业典型，传
在河南日报、大河网公布)。
播先进的办学经验，汇聚教育事
在颁奖现场，黄河科技学院
业健康发展的强化正能量。我们
附中的大型合唱《共筑中国梦》、
是教育事业的宣传者、推动者，也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教师表演的
是教育事业的参与者、实践者，除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为全省教
拥有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大河商
育工作者献上了精彩的礼物。这
学院等教育实体外，就在一个月
些节目均由获奖学校的师生自编
前，还与清华大学慕华教育投资
自导自演完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祝愿获
据 介 绍 ，河 南 省 2017 年 度
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发扬成 “金烛奖”评选活动也同时启动。
绩，开拓进取，在今后的工作中再
“金烛奖”颁奖晚会圆满落
创佳绩!
幕，集团在收获社会效应的同时，
基于加深与教育系统联系、 将充分激发其项目带动效应。
推进标准录播教室项目的考虑，
李铮 刁良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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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益广告颁奖典礼举行

本报讯 5 月 19 日，2016 年度省
从理想信念、法治精神、传统美德、雷
公益广告征集颁奖典礼在省工商局
锋精神、良好家风、文明旅游、文明礼
举行。活动由集团联合省委宣传部、 仪 和 生 态 文 明 等 八 个 方 面 征 集 作
省文明办、省工商局举办，河南报业
品。本次活动共征集到原创公益广
网络中心、省广告协会承办。省委宣
告作品 800 余件，最终《梦想让我们
传部副部长王庆、集团总编辑董林等
一样富有》等 80 件作品获奖。其中，
领导出席典礼。
《梦想让我们一样富有》等作品获得
活动现场，获奖作品短片视频展
一等奖，
马方等 6 人获奖。
播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古琴演奏、公
据了解，在评奖结束后，作为活
益歌曲等文艺节目精彩不断。此次
动的主办方之一，集团将通过全媒体
公益广告征集评审活动，围绕“讲文
形式，组织全省 100 多家自媒体联盟
明树新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志
成员单位的力量，对这些传递爱心、
愿服务、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文明
体现社会正能量的公益广告作品进
河南建设和打好脱贫攻坚战等主题， 行刊发。
宋向乐

5 为爱而行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 5 月 20 日上午 9 点，由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指导，报业集
团、省记协主办，报业网络中心、集团
文明办承办，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
园、碧桂园河南区域协办的“关爱母
亲河 传递正能量”——公益徒步行
活动在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拉开
帷幕。
来自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党员
服务队、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青年志愿
者服务队、河南免费爱心粥志愿团、

河南小蚂蚁志愿服务队、郑州的士雷
锋车队、中原区建设路街道志愿服务
队等 20 余支志愿组织的 500 余名志
愿者欢聚一堂，共同为爱而行！志愿
者不停地俯身捡拾垃圾，为母亲河好
好地“洗了把脸”
。
通过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徒步
活动，志愿者们在亲近大自然的同
时，用徒步的形式号召更多的人一起
关爱环境，集聚公益力量，展示志愿
精神。
邸文

6 小记者对话大记者
本报讯 5 月 16 日下午，河南报
业 大 厦 迎 来 了 一 群 特 殊 的“ 小 客
人”。他们身穿红蓝两色校服，手中
抱着笔记本，稚气的脸上难掩认真与
好奇的神色。
小记者们先后参观了大河报、河
南日报的编辑记者区，近距离观摩一
线新闻记者编辑的工作状态；接着在
报史馆了解河南日报数十年来的风
雨历程；随后，他们来到了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全媒体指挥中心，通过一场
别开生面的主题分享会，感受新媒体
时代的媒体融合运转流程。
集团副总编辑肖建中,“范长江

奖”获得者王天定，河南日报新媒体
部、报业网络中心领导和工作人员现
身接待和讲解。
张红梅 王铮 文/图

7 河南日报举办职工羽毛球赛

本报讯 5 月 20 日，河南日报员工欢聚郑州九
十六中体育馆，举办羽毛球赛。赵铁军社长在致
辞中用四个“爱”点了题：
“ 因为我们爱运动，我们
爱健康，
我们爱报社，
我们爱同事。
”
黄晖/文 郭宇 王铮/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