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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 日至 13
日，省政府组成 9 个督查
组，分赴各省辖市、省直管
县（市），针对今年以来 7 项
重点工作推动情况开展集
中统筹督查，河南日报记者
全程参与。从8月2日到14
日，河南日报持续在要闻版
刊发稿件，大力宣传河南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生动实践，展现河南上
下勠力同心、奋发进取的良
好风貌，有力配合了督查工
作，为集中督查营造良好舆
论环境，提供有力舆论支
持。

8 月 23 日，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翁杰明在集团
上报的《河南日报记者跟随
省政府督查组参与集中督
查工作情况汇报》上作出批
示：河南日报精心服务、精
准发声，效果很好！谨向大
家致意！今后发现问题也
可通过内参反映，以便将监
督转为实效。

河南日报记者作为督
查组的一员，走企业、进学
校、下乡村、访农户，推动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真正落到
实处。相关报道经省政府
网站、大河网发布后，人民
网等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网
站相继转发，广大网友纷纷
点赞，对河南全省上下转作
风、抓落实的决心和成效给

予广泛好评。
新闻工作者参与集中督查，有效发挥了新

闻媒体着眼发现问题、先行提出问题、力促解决
问题作用。记者特别是驻站记者对当地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和基层情况比较了解，能够为督查
组提供更为丰富具体的第一手情况，助力督查
工作直奔主题。相关情况报道后，为地方推进
工作提供了抓手。如，8 月 10 日，河南日报以

《现场随机抽查掌握落实情况》报道了督查组在
焦作人社部门督查民生实事落实情况的稿件。
焦作人社局负责同志根据河南日报报道，立即
研究制定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对部门工作做
出调整安排。

参加报道的记者表示，全程参与督查，是提
升能力、锤炼作风的宝贵机会。随行记者以督
查组成员的身份看问题、想问题，对省委省政府
转作风、抓落实的工作力度有了更为深切的感
受，站位更高，把握更准，有助于在今后有的放
矢地进行新闻选题，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写
出更多有高度、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从而更
有效地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 邸文

本报讯 截至8月底，集团在
海南保亭投资建设的地产项目
取得重大进展。新媒体绿都项
目一期工程规划建设的 16 栋住
宅，已经有 13 栋结顶，按照这样
的速度，2018 年，大家就可以相
约一起去保亭过冬啦！

新媒体绿都由集团全资子
公司海南新媒体绿都投资有限
公司开发，它居海南岛中部五指
山南麓，位于北纬 18°以南“黄金
宜居地带”，项目用地 154.48 亩，
拟建住宅2700套，总建筑面积约
为 22 万平方米。项目分两期建
设，一期共 16 栋，已于 2016 年 6
月开工；二期共 13 栋，将适时动
工。项目建设规模在保亭在建
项目中是最大的，已被列入海南
省重点建设项目。目前，新媒体
绿都一期工程规划建设16栋，电
梯安装、景观绿化、室内外管网
等主要大项工程已全部完成招
标，将适时进场施工；室内装修
已确定两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
装修方案、各类材料已经选定；

项目大门外的保亭大道，路灯、
绿化带全部修整完毕，3 路公交
车也正式通车。

作为集团走出河南投资建设
的第一个地产项目，新媒体绿都
项目掀开了集团房地产开发新的
篇章，也为我省文化企业走向全
国拓展多元化产业、壮大党报集
团实力做出有益探索。“确保质
量、加快进度，把新媒体绿都建设
成 高 标 准 、超 一 流 的 样 板 工
程。”——这是集团领导对新媒体
绿都项目提出的要求和期望。为
保证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开发建
设任务，海南新媒体绿都公司和
建设方努力克服地质地形复杂、
施工难度大、工期时间紧等困难，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狠抓安全
施工、狠抓工程进度。截至目前，
项目未出现任何质量事故，未发
生任何安全事故，未发现不合格
原材料进入施工现场。

洁净的空气、良好的人居环
境、高端的规划设计以及集团深
厚的文化底蕴等，让新媒体绿都

项目一亮相，就表现不凡。此
后，仍不断有客户上门咨询二期
何时开售。

为充分发挥党报集团在精神
文明建设方面的政治优势和资源
优势，打造“新媒体绿都”品牌，今
年 4 月，海南新媒体绿都公司还
与保亭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共
同开展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暨开展工程质量安全
提升活动”。其中，“安全文明生
产月”等活动的广泛开展，不仅激
发了工人们的干劲儿，还在大家
心中牢固树立起重质量、重安全、
重责任的意识。

与此同时，新媒体绿都项目
也受到了保亭县委县政府及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8月2日，保亭
县委书记王昱正，县委副书记、县
长符兰平带领县住建局等相关单
位负责同志，到新媒体绿都项目
进行现场办公，对项目建设给予
高度评价，希望将新媒体绿都项
目建设成保亭的一个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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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2018：我们一起去保亭

为
集
中
督
查
提
供
有
力
舆
论
支
持

本报讯 8 月 25 日，随着最后一笔
80 万元助学款发放完毕，2017 大河爱
心助学特别行动圆满结束。始于2011
年的大河爱心助学行动，如今已成为
全省贫困生资助体系中最为活跃的社
会品牌活动。从 2011 年资助 100 名贫
困学生，到今年资助1239名寒门学子，
7年间，大河爱心助学行动已累计筹集
助学款1689.5万元，惠及学子2689人。

集团全力搭建爱心助学平台，进
行精准扶贫的做法得到省委省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日前，多位省领
导对集团的这一做法作出批示表扬。

省委副书记王炯在集团上报的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搭建爱心平台精
准助学扶贫》上作出批示：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搭建爱心平台、精准助学扶贫

活动值得肯定。转请王铁副省长、秉
锐同志阅示。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批示：
很好的一项公益活动！体现了主流媒
体的社会责任，也彰显了主流媒体的
影响力！

副省长徐济超批示：大河爱心助
学特别行动既践行扶贫济困的社会责
任，又宣传引领关爱教育的社会导向，
对推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加快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实现意义重大，望
再接再厉，让活动发挥更大的作用和
影响。

副省长王铁批示：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搭建爱心平台、精准助学扶贫工
作扎实有效，“脱贫攻坚记者蹲点”采
访接地气，形式好。请秉锐同志阅，并

要注重总结示范。(注：秉锐同志，即省
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史秉锐)

6 月中旬，集团抽调 30 名记者，深
入全省 25 个贫困村开展“脱贫攻坚记
者蹲点”采访活动，同时正式启动2017
大河爱心助学特别行动。集团旗下全
媒体平台及今日头条、环球网、大众
网、网易等平台纷纷推送转载助学消
息，多篇稿件点击量突破千万人次。
通过大河报、大河客户端发起的中原
自媒体联盟和各地自媒体“大咖”也积
极转发，爱的讯息迅速覆盖全省 18 个
省辖市，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强烈反
响。

同时，2017 大河爱心助学特别行
动得到了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
扶贫办、省教育厅等部门的大力支

持。全省脱贫攻坚第四次推进会议结
束后，集团立即与省扶贫办、省驻村办
一起，搭建起“驻村第一书记+媒体+企
业+社会”多维脱贫攻坚通道，携手全
省 1.2 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开启“爱心
助学绿色通道”，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符合条件的贫困学子进行精准救助。

在为期两个月的助学行动中，全
省各地的驻村第一书记、蹲点记者以
及乡镇干部、学校、学生家长等，纷纷
拨打大河助学专线电话，或通过微信、
QQ等咨询并推荐村里的贫困生，负责
贫困生身份确认、筛选以及救助金管
理发放的大河爱心助学行动办公室日
均收到来信上百封，通过电话、微信等
方式咨询的更是踊跃，报名学生总数
达1.1万余人。 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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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助学平台 践行精准扶贫

本报讯 近期，集团新闻宣
传工作喜讯连连，受到多位省领
导的批示表扬。

8 月 21 日，省委宣传部新闻
协调策划组在《河南新闻动态》
上为河南日报援疆报道刊发专
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
作出批示：

这也是创新！党报联合，共

同发力，增加影响力，扩大传播
力！

8 月 31 日，省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陶明伦对《河南日报》当
日刊发的报道《脱贫路上的统战
力量》作出批示：

全省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
离不开新闻媒体特别是党报《河
南日报》的大力支持与倾情奉

献！特此致意，谢谢大家。
8 月 25 日，副省长王铁对

《河南日报（农村版）》当日一版
刊发的报道《唐庄的“幸福密
码”》作出批示：

“唐庄的‘幸福密码’”，很值
得阅研学习。新农村建设要多
总结，多宣传，多示范这样好的
典型。 邸文

多位省领导表扬集团新闻报道

王炯、赵素萍、徐济超、王铁批示表扬集团爱心助学

赵素萍、陶明伦、王铁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