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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透政策 克服困难 协调发力

网络视频满意度
博雅榜揭榜

——集团扎实推进“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

赵铁军社长现场检查指导工作

本报讯 为落实中央扎实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要求，按照国
务院部署，省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
先后下发了多个文件（详见集团办
公网“通知公告”栏目），就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
能提出了具体要求。
根据要求，要对省属国有企业
管理的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机
构和社区管理组织实施移交、撤销
或改制，推进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到 2017 年年底基本完成省属企业
剥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对企业职工
家属区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等设
备设施进行必要的维修改造，达到
城市基础设施的平均水平，分户设
用水、电、气、暖和物业管理的服务
表、按户收费，实现市场化运营、社
水平和质量，更好地保障和服务民
会化服务、专业化管理。对企业承
生；有利于提高社会公共产品的供
担的职工家属区物业管理工作进行
给和使用效率，节约资源，减少浪
剥离，按照市场化原则，由社会专业
费；有利于整合优化城市管网，助推
化机构负责社区物业管理服务。
市政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
省政府要求，2017 年 6 月底前
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
要完成维修改造等各项具体工作，
组、郑州市政府多次召开工作协调
实现分户设表，按户收费，基本完成
会、工作推进会，划定时间节点，倒
“三供一业”
（供水、供电、供热〔供
排工期，设立每日进度汇报制度，全
气〕和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工作。推
力推进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及
进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
分离移交工作。
作，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 “三供一业”
集团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问题，减轻企业办社会负担，更好发
6 月 13 日，赵铁军社长与副总编辑
挥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带动和促进作
王俊本、副社长石晓林一行来到集
用；有利于增加地方水电气暖供应
团几个家属院，现场检查指导督促
企业用户数量和市场份额，提高规
集团“三供一业”维修改造工作，
模效益；有利于提高职工群众生活

要求按照省政府总体部署，加强工
作协调，科学组织施工，照顾员工
关切，加快推进“三供一业”维修
改造工作。赵社长强调，集团相关
部门要站在关心群众的高度，认真
做好施工单位与居民的协调、沟通
工作，努力把好事办好。离开现场
前，赵铁军对施工单位顶着夏日辛
苦工作表示慰问和感谢，并再次叮
嘱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三供
一业’维修改造工作是全面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要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进一步提高认
识，吃透政策，克服困难，提高协
调水平，加快工作进度，确保圆满
完成工作任务。”
张宗尚

大河爱学堂上线
本报讯 6 月 12 日上午，在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中央厨房”，清华大
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张凤昌，赵铁
军社长等七位领导同时按住屏幕上
的手印，这标志着大河爱学堂正式
上线。集团总经理薛德星主持上线
仪式，集团总编辑董林，大河网络传
媒集团领导王自合、韩嘉俊、孟磊出
席上线仪式。
上线仪式当天，大河爱学堂官

方页面同步在大河网与河南学子正
式见面。大河爱学堂涵盖中小学
K12 阶段的所有课程，通过提炼知
识点，以孩子的视角创作脚本，用动
漫的形式，制作成 3 分钟左右的微
电影，让学习变得更有趣;拥有清华
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等全国 1000 多所学校的教学体系
和课程资源，自主研发中小学教学
平台及 3000 多节微课程、200 万道

本报讯 6 月 22 日上午，集团副
处级以上干部到河南廉政文化教育
馆进行警示教育。集团领导赵铁军、
薛德星、董林、朱永飞、肖建中、高金
光、石晓林、王自合，大河网络传媒集
团总编辑孟磊参加了活动。
集团党员干部先后参观了“鉴史
问廉”
“ 光辉历程”
“ 警钟长鸣”3 个主
题展厅。教育馆采用传统文化和现
代科技相结合的方式，以图片资料、
投影等形式为载体，生动形象地展现
了廉政文化教育内容。
一组组翔实的史料，一幅幅真实
的照片，一个个违法违纪案例剖析，
一件件典型案例，令人触目惊心，发
人深省，给每一个观看者敲响了振聋
发聩的警钟。在第二展厅中国共产
党入党誓词展示墙前，全体党员干部
庄严肃立，重温入党誓词，再次触动
了心灵，唤醒了入党初心。
参观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此
次参观省廉政文化教育馆形式生动、感染力强、教
育意义深刻，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筑牢拒腐
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时刻保持自重、自省、自警、
自励，切实做到警钟长鸣、廉洁自律，扎实工作，为
集团各项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杨红岩

接受廉政文化洗礼

参观监狱警示教育

本报讯 6 月 8 日下午，省纪委驻
报业集团纪检组组织集团正处级以上
党员干部赴新乡市省第二监狱开展警
示教育。集团领导赵铁军、薛德星、董
林、朱永飞、王俊本、王国庆、高金光、
石晓林和省文投公司总经理孙书一、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总经理韩嘉俊，省
社科院相关领导，以及正处级干部共
计 80 余人接受了警示教育。
在省第二监狱，大家先后到生产
区和生活区参观，随后进入警示教育
中心，观看了警示教育展览并听取狱
警讲解。在报告大厅，两名服刑人员
作了痛心疾首的忏悔演讲，听着他们
痛彻心扉的忏悔，与会人员深受震动。
省纪委驻集团纪检组组长朱永飞
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作为一名党员干
部，要深刻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要时
刻警示自己，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
有所止，牢固树立底线意识;要时刻警
醒自己，算好“政治账”
“经济账”
“名誉
账”
“ 家庭账”
“ 亲情账”
“ 自由账”
“ 健康账”，特别是
“廉洁账”，账目上绝不能有一分负债;要时刻保持警
惕，谨慎用权，受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筑牢思想
道德防线。
大家一致表示，决心以此为戒，警钟长鸣，牢牢
守住政治底线、道德底线、法纪底线。
刘勰

以上题库资源。
赵铁军在致辞中说，大河爱学
堂的成立，将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互
联网传递到河南广袤的大地上，是
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清华大学省
校战略合作协议》的实际行动，是我
们全面深化合作的开始。今后，我
们将继续深化慕华教育与报业集团
的合作，加快从线上合作到线下合
作延伸，实现“线上线下齐结果”。
王佳 娄松

本报讯 5 月 26 日，集团与北京大学
等 12 所高校合作，在郑州举办“惠武黄河
浮桥杯”第四届中国网络视频满意度博
雅榜发布会暨大河新媒体发展论坛。省
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通信管理局有
关负责同志参加了活动。北京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院长陆绍阳、北京视协网络
视听节目服务行业协会会长陆莹等分别
致辞。集团领导赵铁军、薛德星、朱永
飞、王俊本、张光辉、王国庆、高金光，省
文投公司总经理孙书一，大河网络传媒
集团总经理韩嘉俊、总编辑孟磊出席了
发布会。
中国网络视频满意度博雅榜是由新
闻爱好者杂志社与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
究中心的科研团队合作的一项重要成
果。它通过网络搜索和语义分析技术，
对上一年度在全国主流网站播出的网络
栏目、网络短片、网络剧和网络动画等网
络视频节目进行评议。河南日报客户端
制作的《记者带你体验河南“三大干部学
院之一”：红旗渠干部学院》
《听市民们未
来五年有啥小目标》两项作品获奖。
王磊

大河报品牌价值
升至 94.76 亿元
本报讯 6 月 22 日下午，由世界品牌
实验室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 500 最具价
值品牌发布会在京揭晓榜单，大河报再
次成为河南唯一上榜媒体品牌，品牌价
值达到 94.76 亿元。
大河报在 2017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
品牌排行榜中荣列第 353 位，品牌价值比
2016 年的 82.16 亿元大幅提升 12.6 亿元，
达到 94.76 亿元。
李岩

河南日报客户端
新版新体验
本报讯 6 月 1 日，全新改版的河南
日报客户端正式上线。它不仅仅是一次
产品迭代，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拓展升级。
——进一步优化频道和栏目设置，
重点打造“省委关注”
“豫政双周”等一批
原创政经栏目，做全省党员干部和广大
群众的“掌上助手”。
——深挖采编资源，培育针尖式新
媒体产品。推出“帮你约专家”
“豫角儿”
等一批“小而精”并具有服务性或可读性
的特色栏目。
——丰富功能设计，用前沿技术满
足用户需求。新增“音视频专区”，让政
经新闻悦动起来；直播常态化，让你第一
时间直达新闻现场；互动更给力，新增的
调查功能，帮你畅快表达。
——增强个性化设置，用户可根据
个人爱好自由选择、增减首页频道数量
和排序，并可订阅感兴趣的栏目，打造自
己的专属频道。
——全省党端汇聚一端，新版客户
端在进一步做强各省辖市和各入驻单位
客户端移动主页的同时，通过集团中央
厨房打通、会集各省辖市党报、党端资
源。
河南日报客户端

集团被授予
首批版权示范单位
本报讯 近日，根据《河南省版权示
范城市、示范单位和示范园区（基地）创
建和管理办法》规定，河南省版权局开展
了首批版权示范单位、示范园区（基地）
评选认定工作。根据申报与推荐情况，
经严格评审，集团与另外七家单位被授
予“河南省首批版权示范单位、示范园区
（基地）”称号。
马禄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