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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 务求实效

——集团迅速传达学习谢伏瞻书记调研座谈讲话精神
本报讯 6 月 22 日，集团召开党
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谢伏瞻书记在
集团调研和在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赵铁军社
长主持会议，要求全集团要立即行动
起来，全面深入学习贯彻落实谢伏瞻
书记讲话精神，学以致用，务求实效，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为河南加快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
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集团领导薛德星、董林、王国庆、
肖建中、高金光、石晓林、王自合，大
河网络传媒集团总编辑孟磊出席会
议。集团各部门、各媒体、河南日报
部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董林总编辑传达谢伏瞻书记讲
话精神。与会集团领导逐一发言，交
流学习体会。
会议强调，在迎接党的十九大的
重要时刻，在集团推进融合发展、转
型攻坚的关键节点，谢伏瞻书记来到
干部职工间，详细了解情况，亲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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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读“空中丝路” 融入“一带一路”
河南日报召开
“建设空中丝绸之路”
专题座谈会

本报讯 6 月 23 日上午，河南
日报召开专题座谈会，学习研讨习
近平总书记“支持建设郑州——卢
森堡‘空中丝绸之路’”的重要指示
精神，围绕我省建设“空中丝绸之
路”、更好地拓展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的内涵、广度和深度交流讨
论、建言献策。
省委书记谢伏瞻6月21日在宣
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强调，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要支持建设郑州——
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对我省更
好地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是个很好
机遇，要把建设“空中丝绸之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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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宣传好、
报道好。近段时间，
集团媒体已通过
“架空中丝路、
迎中
原机遇”专栏连续推出独家重磅报
道，对建设“空中丝路”的意义、影
响、
价值、
前景进行全方位解读。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积极踊跃
发言，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致认
为，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公开场合
提出和使用“空中丝绸之路”概念，
拓展了我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的内涵、广度和深度。对砥砺奋进
中的河南人民来说，这是巨大的鼓
舞，也是殷切的期望。各行业都应
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

指示的内涵和意义，自觉肩负起建
设
“空中丝路”
的历史重任。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
建全，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
首席专家喻新安，河南民航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葆，省“一
带一路”办处长李迎伟，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副主任蔡红，交
通运输厅党组成员、省道路运输管
理局局长高建立等参加座谈会。
赵铁军社长、董林总编辑、肖
建中副总编辑和大河网络传媒集
团总编辑孟磊也参会致辞发言。
董娉

2 发挥金融助力 加快转型发展

集团召开金融助力河南经济转型发展研讨会

本报讯 6月23日上午，
集团联
合省政府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郑
州中心支行，
举办以
“金融助力河南
经济转型发展”
为主题的研讨会。
省政府金融办、省发展改革
委、省工信委、省政府国资委、中国
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交通银行河
南省分行等领导部门、企业有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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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座谈，体现了省委对新闻舆论工作
型经验和先进人物，生动展现全省广
过改革破除阻碍发展的一切障碍，但
的高度重视。谢伏瞻书记对新闻舆
大干部群众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
无论改什么、怎么改，都要牢记“导向
论工作情况吃得透，问题摸得准，提
团结奋进、砥砺前行，以优异成绩迎
不能改、阵地不能丢”的要求。集团
出了很多有针对性、指导性的新思
接党的十九大的实际行动。
“中央厨房”实现全新升级，是集团媒
想、新要求，为集团下一步工作指明
会议强调，谢伏瞻书记多次强调
体融合的突破性进展，下一步要落实
了路子，提供了遵循。
扭转作风、
狠抓落实，
全力以赴打赢脱
谢伏瞻书记关于全力推动传统媒体
会议指出，方向导向是新闻舆论
贫攻坚战。对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 优势与新媒体优势双向移植的要求，
工作的生命线。河南日报作为省委 “走转改”
是宣传好这场攻坚战的生动
完善“中央厨房”功能，确保网上网下
机关报，集团作为全省新闻舆论战线
载体，王天定同志是践行“走转改”的
与省委部署一个声音、一个口径、一
的主阵地、主渠道、排头兵，要时刻体 “标杆”
和
“模范”
。要像王天定同志那
个基调，确保党的媒体始终保持主流
现党媒的责任和担当，高举党的旗
样，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善
媒体地位、占据主流传播阵地、引领
帜，任何时候都要把坚持正确的方向
于从实际生活中发现线索、
挖掘新闻， 主流思想舆论。要把河南日报客户
导向作为第一要求，作为绝对纪律， 从群众语言中汲取智慧、
获得灵感，
用
端、河南手机报和政务服务项目等打
任何时候都要紧跟省委抓大事，加强
一幅图片、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一个
造成全国有影响的融媒体产品，在互
策划，多出精品，让主旋律更响亮，正
侧面，
把脱贫攻坚带来的变化讲充分， 联网空间再造融合传播新优势。
能量更充沛。当前，要把迎接好、宣
把以脱贫攻坚统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会议强调，要按照谢伏瞻书记的
传好党的十九大作为压倒一切的首
全局的效果讲充分，把人民群众的获
要求，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自力
要政治任务，紧扣时间节点，创新报
得感和幸福感讲充分。
更生，自我加压，迎难而上，焕发加快
道方式，充分展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会议指出，当前传统媒体生存发
发展的内生动力，做强做优多元产
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展面临严峻挑战，但越是困难，越要
业，培育壮大综合实力，为集团转型
新战略在河南的生动实践，深入挖掘
有定力、有信心，越要以正确的立场、 攻坚、巩固扩大宣传阵地提供有力支
在攻坚克难、改革发展中涌现出的典
观点和方法来把牢方向导向。要通
撑。
熊飞 李富春

志出席会议。赵铁军社长出席会
议并致辞。
这场座谈会是河南日报《金融
周刊》创刊一周年系列研讨会的第
四场。前三场座谈会于 5 月下旬
开始陆续举办，主题分别是“河南
资本市场发展研讨会”、
“河南新金
融发展研讨会”和“金融助力河南

脱贫攻坚研讨会举行”。集团领导
薛德星、董林、肖建中分别参加了
这三场研讨会。研讨会举办后，河
南日报《金融周刊》将对研讨成果
进行全方位展示，为促进金融业脱
虚向实、支撑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舆
论氛围，提供智力支持。
郭戈 赵力文

3 构建孵化平台 打造体育名片
大河体育联盟成立

本报讯 6月23日上午，
由大河
报牵头，
与省内16家优秀体育公司、
俱乐部、
投资公司、
广告公司强强联
合的大河体育联盟正式宣告成立。
现场，
大河报与16家公司逐一签约。
赵铁军社长、董林总编辑参加
成立仪式，并与省体育局局长李俊
峰一道，为联盟成员单位颁发联盟
牌匾。
集团党委委员、
大河报社社长王
自合在成立仪式上致辞，
他说，
河南作
为体育大省，
拥有着众多体育名片。
大河报常年深度关注，
出谋划策，
在推
动河南体育事业发展的道路上不遗余

力。此次合作成立大河体育联盟，
就
是要搭建一个体育资源平台，
在赛事
运营、
场馆运营、
青少年培训等方面优
势形成互补，
深耕产业运营。
2014 年底国务院“46 号文件”
出台以来，我国体育产业进入高速
发展期，尤其是去年 5 月《体育发
展“十三五”规划》发布后，我省也
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品牌赛
事，迎来了体育产业跨越发展的黄
金机遇期。大河体育联盟此时成
立，可谓正逢其时。
正如省体育局副局长梅宝菊
致辞时所说，大河体育联盟横空出

世，既是顺势而为，也是趁势而上，
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传统主
流媒体的强大作用未来河南的体
育事业离不开“大河”这个优质平
台，在这个平台上，企业和媒体，企
业和政府，企业和企业之间必然可
以寻找到更多的共赢点。
据悉，未来集团将以大河体育
联盟为平台，在提升党的舆论阵地
整体实力的同时，充分激发体育产
业为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大
潜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党
报集团应有贡献。
王小娟 王玮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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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丝路建设
畅想美好前景
河南商报举办中原
首届批发商大会
本报讯 6 月 23 日下午，
由河南商报
“郑州批发市场”
微信公众号发起的中原
首届批发商大会在郑州华彩启幕。国内
知名经济学家、省内外批发市场领军人
物、
郑州上百家批发市场、
总计数千亿产
值的批零商首次聚会，围绕“三区一群”
等国家战略在我省密集叠加和“空中丝
路”
建设全面实施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
共话批发零售行业趋势，畅谈中原批发
业如何抱团助力“空中丝路”建设，畅想
“新市场、
大未来”
美好前景。
赵铁军社长、董林总编辑、大河网
络传媒集团总编辑孟磊出席会议。
“郑州批发市场”
创建两年来，
已积累
了 20 多万的强大粉丝团，其中，有 90%
的粉丝是郑州各专业市场的商户、管理
者和物流公司从业者。此次批发商大会
成功举办，体现了“发哥”在业界的非凡
影响力。预计 2000 余人参加的大会和
活动现场，
陆续迎来 5000 多商户。
此外，大会举行前评出的 2017 年
度文明诚信市场和 2017 年度文明诚信
商户代表，也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郑
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文明办、郑州市
市场发展局、河南商报、郑州市市场协
会和郑州市市场研究会的领导颁发了
奖牌。文明诚信奖励，引导了市场和商
户来共同营造良性的商业环境，有力地
在郑州商界传递着正能量。
赵铁军社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
辞。他说，短短两年时间，从一个小小
公众号的萌芽，到中原首届批发商大会
的举办，
“ 发哥”振臂一呼，已经万千应
者云集。这是河南商报社全面改造转
型结下的一颗成熟的果实，更是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全
面进军新媒体、实现融媒转型的一个成
功范例。下一步，报业集团各媒体将充
分舆论引导作用，为郑州批发业抱团助
力“丝路”建设营造火热舆论氛围。
王俊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