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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9日，由期货日报社承
办的“2017 第二届中国（郑州）国际期
货论坛”圆满落幕，至今仍不断得到业
内外人士的称许。来自本届论坛的嘉
宾观点和市场信息在各类网络平台上
不断发酵，持续成为全国期货行业乃
至金融领域热议的焦点话题。

9 月 19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翁杰明在集团上报的《打造河南期货
国际大品牌 助力建设郑东金融核心
区——“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初
显全球影响力》上作出批示：

期货日报在打造国际期货论坛、
提升金融产业品质上发挥重要作用，
要不断寻找突破口，在扩大影响、凝聚
资源、撬动发展上有更大作为。

同日，省政府秘书长朱焕然批示：
感谢报业集团和铁军社长为扩大我

省期货影响力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去年 9 月，“2016 中国（郑州）国际

期货论坛”成功举办。为进一步提升
论坛品牌价值，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
讨论，本届论坛紧扣时代脉搏，确立了

“期货市场服务国家战略”的宏大主
题，并决定在国际元素上做足文章。

集团对本届论坛高度重视。赵铁
军社长、薛德星总经理、董林总编辑对
办好论坛活动提出明确要求。期货日
报社等承办单位，按照“最具影响力的
大型国际期货论坛”的目标扎实推进
工作，在论坛规格、嘉宾层次、机构遴
选、议题设定、会务组织等方面精心谋

划并下足功夫。
本届论坛盛况空前，取得了圆满

成功。据初步统计，国际方面，参加论
坛的有 13 家境外顶尖交易所和 17 家
境外实体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公
司（机构），其中多家位居世界 500 强。
国内方面，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等多家
行业组织参加；除了 44 家河南上市公
司外，全国 18 个省市区的众多经济实
体参加，涉及矿产、纺织等领域；来自
银行、证券、期货、基金等其他各类金
融机构约200家代表也参加论坛。

论坛中，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
海等重要嘉宾围绕推动期货市场国际
化发展、发挥期货市场服务国家战略
独特作用等热点议题，发表致辞或演

讲。论坛气氛热烈，境内境外、虚拟实
体、期货现货、网上线下互动积极，在
业界产生巨大反响，全球影响力渐显。

论坛不仅得到新华社、中央电视
台、中国证券报等全国性媒体，河南日
报、大河报等本地媒体，人民网、新浪
网等新媒体平台的及时报道，境外媒
体也高度关注，专程派记者参加论坛。

连日来，省内外各方人士纷纷表
示，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作为常
设活动，对于河南省和郑州市抢抓郑
州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自贸区建设
机遇，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
城市品位和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必
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邸文

本报讯 近
日，两位省领导
批示表扬集团媒
体。

9 月 9 日，省
委常委、洛阳市
委 书 记 李 亚 对

《河南日报（农村
版）》刊发的省、
市驻村第一书记
助力洛阳扶贫攻
坚工作的报道作
出批示：

感谢《河南
日报农村版》对
脱贫攻坚第一书
记的宣传报道，
给予的正能量。

9 月 1 日，全
国政协常委、省
政协副主席高体
健在集团主办的

《大河舆情》（总
第160期）上作出
批示：

《大河舆情》
办得好，希望再
接再厉，及时关
注、深入研判重
点舆情资讯，更
好地服务党政决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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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杰明、朱焕然批示表扬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效果好

本报讯 9 月 19 日，由省委组织
部、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集
团联合打造的“中原人才工作”微信公
众号在集团中央厨房正式上线。省委
组织部副部长朱是西，社长赵铁军出
席上线仪式并讲话，总编辑董林主持
上线仪式。集团领导薛德星、张光辉，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领导孟磊出席上线
仪式。

朱是西指出，利用互联网信息大
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号这样的新媒体，
打造“互联网+人才”新模式，是推动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探索的有效
载体，也是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
的创新实践。就如何办好“中原人才
工作”微信公众号，朱是西提出：一要
突出人才主题，办出特色。二要精心

设计编排，确保质量。三要发挥统筹
优势，打造品牌。四要服务中心大局，
务求实效。

上线仪式上，赵铁军社长表示，
“中原人才工作”微信公众号将服务全
省人才工作大局，在移动互联终端为
各领域优秀人才搭建信息发布、政策
解读、学习交流、经验展示等多元化的
平台，突出人才工作的特点、特色与互
动服务。下一步，该微信公众号将牢
牢把握正确导向，当好政治家；坚持提
供优质内容，当好生产者；注重人才需
求，当好“服务员”。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是西和省教
育厅、省科技厅、省人社厅、省科协有
关领导出席上线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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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人才工作”微信公众号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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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2日，省委意识形态
工作第五督查组组长、省社科联副巡
视员张钢杰一行4人来到集团专题督
查意识形态工作。

汇报会上，赵铁军社长说，今年
以来，集团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重温
习近平总书记“2·19”“4·19”重要讲
话，认真学习贯彻《党委（党组）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和《实施
细则》，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赵铁军介绍说，集团认真履行意
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在省直单位中
率先签订净化舆论环境、遵守宣传纪
律承诺书，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年度
考核首要内容。相继出台了《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新媒体管理规定》等一系
列规章制度，把风险防控覆盖到全领
域。开展出版安全大检查、净化舆论
环境专项整治等活动，用更多“零差
错”、高质量的稿件和版面，为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献礼。

大河报、河南日报新闻出版部、
河南法制报、河南商报、河南手机报
五家单位或部门负责人分别汇报了
本单位或部门意识形态工作。

督查组在听取情况汇报后，与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并详细
检查集团意识形态工作的各种资料。

集团领导董林、王自合出席了会
议。集团办公室、新闻管理部等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庞菲

这个论坛，让“郑中心”尽显国际范儿

本报讯 9 月 13 日，集团召开重
点经营领域工作推进会。赵铁军社
长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德星总经理主
持会议并对集团重点经营领域工作
提出要求，集团领导朱永飞、王俊本、
齐岸青、石晓林和文投公司总经理孙
书一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近几年集团培育布局
金融投资产业，金额较大，涉足范围
较广，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下一步
要稳扎稳打，进一步做强做大，着力
把金融投资发展成为集团新的经济
支柱。要进一步增强金融投资的效
益意识，不断提高资本收益率。要突
破传统体制机制，通过内部培训、外
部引进等方式，进一步加强金融投资

人才队伍建设。要加强集团内部金
融资源整合，各金融机构、金融平台
之间要加强信息互通，加强资金协
调。要加强投资风险防控，确保集团
资金安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
思路，加快推动金融投资产业实现转
型发展。

会议强调，房地产在集团经营大
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各项目
单位要统筹好项目实施进度，列出项
目推进的具体时间节点，扎实工作，
稳步推进，加快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
进度。要加强项目督导，对各项目的
实施进度进行跟踪督导推进。

集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
会议。 袁兴兴

集团全力推进重点经营领域工作

本报讯 9 月
17 日，“2017 传媒
中国年度盛典暨
传媒中国百强指
数发布”在黑龙
江漠河召开，集
团一举斩获三项
大奖：河南日报
荣 获“2017 传 媒
中国融合创新十
大品牌影响力省
级党报”称号，赵
铁军社长被评为

“2017 传 媒 中 国
年度领军人物”，
薛德星总经理被
评 为“2017 传 媒
中国年度经营杰
出人物”。

传媒中国年
度盛典由中国报
刊产业联盟主办，颁布的奖
项涵盖报刊、广电、新媒体、
广告等全媒体领域，专业性
与权威性在我国同类评比中
位居前列。

近年来，集团在转型发
展的道路上持续探索，媒体
融合深入推进，经营领域不
断拓宽，品牌影响力和综合
实力稳步提升，受到与会专
家学者、媒体“大咖”的高度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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