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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召开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
赵铁军社长讲话
本报讯 11 月 3 日，集团召开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对集
团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出全面
部署。赵铁军社长强调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结合工作实际，学懂弄通做实，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确
定的各项任务上来，推动集团各项工
作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董林总编辑主持会议。朱永飞、
王俊本、张光辉、王国庆、高金光、王自
合、韩嘉俊、孟磊出席会议。
赵铁军社长的讲话重点强调了五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全面准确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二
是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大的历史地位和
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自觉，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三是担
负起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新闻舆论
工作的新使命，自觉做党和人民信赖
的新闻工作者；四是精心组织十九大
精神的学习，做到学通弄懂、入脑入
心；五是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切实抓好
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
（讲话摘要
详见 03~05 版）
董林总编辑代表集团党委会、编
委会宣读《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关于通
报表彰十九大报道团队的决定》，对十
九 大 报 道 中 表 现 突 出 的“ 牢 记 嘱 托
出彩中原”大型系列述评报道团队等

本报讯 11 月 7 日，集团与中科院
软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将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
市等领域强强联合，互助互惠，推进河
南省“智慧城市”
“ 互联网+政务服务”
项目的发展，推动中科院软件所科研
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河南科技发
展和社会进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赵素萍和省科技厅厅长张震宇出席随
后举行的座谈会。
赵素萍在座谈时说，河南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区位优势、资源优势，都非
常适合发展高新技术和互联网产业。
她要求集团在与中科院软件所合作过
程中，充分发挥河南“三区一群”的政
策优势和区位、人才、资源优势，踏踏
实实做事、做项目，把合作协议确定的
内容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发展产业，
推动与中科院软件所的合作向更高层
次、更高水平发展。
中科院软件所所长赵琛介绍说，
并
行软件与计算科学实验室，
是正在与集
团合作的实验室。该实验室在面向超级
计算机的大规模并行算法库、
智慧交通
等领域的高性能计算方面有长时间的研
究积累，在 2016 年，实验室团队获得了

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戈登贝
尔奖，
实现了中国在高性能计算应用奖
项上零的突破。
赵铁军社长在致辞中说，近年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高度重视云平台建
设、大数据开发、技术研发创新和政务
信息化产品的战略布局，2016 年获得
了 11 项国家专利。在技术研发、平台
维护、产品运营等方面，整合形成特色
鲜明的“智慧政务”云平台体系，有力
推动了河南各级政府的“互联网+政务
服务”工作进程。目前，河南省政府门
户网、河南省人大网、河南省直机关党
建网等 100 多家党政机关的网站均使
用了大河政务云平台。
此次签约之后，
中科院软件研究所
将充分发挥其软件研究、
设计、
开发、
应
用领域的优势，
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指
导，
帮助培养网络技术人才，
提升集团技
术人员的水平和能力，
推动其在互联网
行业的发展。
薛德星总经理代表集团与中科院
软件所签署合作协议，董林总编辑，大
河网络传媒集团领导韩嘉俊、孟磊及
中科院软件所相关负责同志出席签约
仪式。
许会增

导读

奋力实现党报集团新时代的新作为
在集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上的讲话
03~05 版

九大精神落地生根”等重点专栏；做
好省委十届四次全会、中央宣讲团宣
讲、文明城市创建和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等重大报道；深入开展“走转改”，
组织好“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总编
辑走基层”大型采访活动；坚持融合
为先，强化三级联动，注重舆情反
馈，精心制作推送一批“现象级”融
媒体产品。第三，
筑牢底线，
严格管控，
确保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报道工
作万无一失。强化政治意识、阵地意
识、安全意识，加大出版安全大检查活
动和
“两个平台”
督导检查力度。
集团各部门、各媒体、各经营单位
副处级以上干部 200 多人参加会议。
邸文

本报讯 11 月 8 日下
午，第十八个记者节，集
团融媒中心，
“ 融入新时
代 展翼新征程——2017
记 者 节 畅 享 会 ”隆 重 举
行。脱下“戎装”，换上礼
服，走上领奖台的是过去
一年来河南报业人的融
媒英雄。在这场办给自
己的庆祝会、分享会上，
河南报业人看到的是报
业航母乘风破浪、奋楫前
行的融合图景，听见的是
全体报业人怀揣初心、再
启征程的铿锵足音。
赵铁军、薛德星、董
林等全体集团领导参加
了活动，和大家一起欢度
自己的节日。
畅享会上，董林总编
辑回顾了今年集团媒体
融合的丰硕成果。
“ 惊蛰
计划”实施一年来，共举
办“融媒春训营”
“视频达
人夏令营”
“融媒咖啡馆”
等 10 余轮培训，参训采
编人员超过 2000 人次。
今年以来，集团推出了一
系列产生重大影响的融
媒体产品，
《春光的春光》
《省委书记微信的三种“正确打开方
式”
》
《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系列述
评融媒版、
《家》和《旗》两款“现象
级”产品等，实现了“人在哪里，宣传
就在哪里”的传播理念，融媒体传播
的层次和水平都上升到了新的台
阶。在党的十九大报道中，集团 4
次受到中宣部表扬，3 次受到省委
书记谢伏瞻高度称赞。
畅享会上，
薛德星总经理宣读了
《2017年集团
“惊蛰计划”
白皮书》。
赵铁军社长说，在即将过去的

集团领导与采编人员欢度第十八个记者节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
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给予通报表彰和奖励。
董林总编辑要求集团各媒体全力
以赴掀起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他指出，集团十九大会前、会中报道成
绩喜人。希望各媒体不松劲、不懈怠、
不停步，
继续打好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这场硬仗。第一，
统一思想，
提高站位，
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的重大意义。学
懂弄通做实十九大提出的新理念、
新论
断、
新任务、
新举措，
在新闻实践中体现
好十九大精神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
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第
二，牢记使命，开拓创新，全力以赴
做好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工作。突出
核心意识，转发推送好中央媒体重点
理论文章和评论言论，开好“推动十

融入新时代 展翼新征程

集团与中科院软件所签约

董林总编辑主持

一年里，集团十九大宣传
报道气势恢宏，融媒中心
软硬件升级，全媒体各大
矩阵齐鸣，
“惊蛰计划”落
地。这些既是集团媒体
融合发展取得的累累硕
果，也是每一位报业人的
珍贵回忆。十九大报告
提出的“高度重视传播手
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
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
响力、公信力”，将媒体融
合的要求具象到了传播
手段方面。我们产出的
作品形式与开展的传播
途径和传播效果还可以
更 好 ，也 必 须 更 好 。 对
此，赵铁军社长从内容升
级、机制完善、创新加力
三个方面，对集团全体采
编人员提出了殷切希望。
赵铁军社长强调，
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闻宣传工
作的系列讲话，为我们
的转型发展提出了新的
要求，大家一定要时刻
牢记，全力推进媒体融
合，发出强大主流声
音，创新传播手段，宣
传好十九大精神。让我们牢记职责
使命，记录伟大时代，唱响奋进凯
歌，与时代同频共振，书写属于党
的新闻工作者的光荣。
畅享会上，集团领导为“融媒春
训营”优秀学员、
“融媒咖啡馆”思维
贡献奖获得者、
“ 视频达人夏令营”
优秀学员、新媒体产品制作领跑者、
媒体融合优秀推手单位、2017 年度
融媒先锋、
《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大
型述评团队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
刘昌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