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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闻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满仓批示
本报讯 10 月 31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满仓在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和河南日报共同研
究起草的《
“豫酒产业转型升级进行时”系列报道方案（征求意见稿）》上作出批示：
铁军、
董林同志：
推进全省白酒转型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前期河南日报给予了大力支持。深表
感谢。下一步希望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发挥主流媒体的特殊重要作用，为振兴豫酒鼓与呼。请工信、
商务等单位积极配合携手书写豫酒新篇章。
邸文

集团工会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
本报讯 10 月 31 日，集团有
限公司工会第二届委员代表大
会在报业大厦隆重举行。来自
集团各部门、各单位的 72 名工会
会员代表出席了大会。王俊本
副总编辑出席会议并讲话。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
开帷幕。董爱云同志代表集团
公司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做工作
报告。报告指出，五年来，集团
工会在集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以文体活动为抓手，努力打造团
结向上、勇往直前的报业文化；
以选树典型为抓手，积极营造比
学赶超、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
以“三必访”为抓手，真诚关心职
工生活，真心关爱困难职工；以
规范管理为抓手，切实加强自身
建 设 ，努 力 提 升 工 作 水 平 。 同
时，结合十九大报告精神对集团
工会今后五年的工作提出了思

考和建议。
大会按照既定程序审议并通
过了《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
司第二届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
委员会以及女职工委员会选举实
施办法》和监票人、唱票人、计票
人名单，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
举出王俊本等 19 名同志为集团
有限公司第二届工会委员会委
员；洪波等 5 名同志为工会经费
审查委员会委员；罗亚丽等 7 名
同志为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
大会通过了工会
“三委”
委员会的
任期决议。
王俊本副总编辑对集团上
届工会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指出，上一届工会委员会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维护
员工权益，全面关心员工生活，
赢得了干部职工的衷心拥护，受
到了集团党委的充分肯定。

河南日报两件作品
荣获中国新闻奖

本报讯 11 月 2 日，第 27 届
新闻阅评认为，河南日报在兰
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正式揭
考、
滑县脱贫摘帽之际推出这组
晓，河南日报文字系列《脱贫攻
报道，是“以实际行动深入践行
坚日记》和报纸版面 2016 年 9
走转改，用小切口展现大主题，
月 5 日特刊 04-05 版荣获中国
用百姓语言描绘大战役”
。
新闻奖二等奖。
针对 G20 杭州峰会这一重
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
大事件，河南日报在 2016 年 9
会主办的第27届中国新闻奖，
经
月 5 日 04-05 版推出连版特刊
过初评、
评议、
审核及公示后，
正 《春江花月夜 最忆是杭州》。
式揭晓最终获奖作品特别奖 4
中国新闻奖评选委员会认为，
件、一等奖 50 件、二等奖 90 件、 该版面内容围绕 G20 杭州峰会
三等奖143件。河南日报记者赵
这一重大新闻题材展开，新闻
铁军、王亚明、肖建中等集体采
性较强，内容软硬结合，背景资
写的系列报道《脱贫攻坚日记》 料详实，可读性较好，版式设计
通过采写兰考、
滑县基层干部的
清新大方，具有较强的视觉冲
扶贫经历和感受，
表现脱贫攻坚
击力。总的来看，该版内容形
宏大主题，是用“小切口表现大
式相得益彰，体现出较高的设
主题”
的一次成功探索。中宣部
计水准。
李俊

王俊本对进一步做好工会
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让广
大会员真正“爱集团、爱工会、爱
工作”，真正愿意撸起袖子加油
干；二是发扬好求真务实、开拓
创新、甘当配角、团结协作“四种
精神”；三是发挥好参与、维护、
建设、教育“四种职能”，进一步
增强广大职工的工作本领，以出
色的表现和优异的成绩，回报集
团党委和广大干部职工的信任
和期待。
会后，新当选的集团有限公
司工会第二届“三委”委员会召
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王俊
本为工会主席(兼职)，张蓉蓉为
常务副主席，洪波为经费审查委
员会主任(兼职)，张蓉蓉为女职
工委员会主任。
张蓉蓉

集团多件作品入围十九大融合报道精品展示

关于通报表彰十九大报道团队的决定

集团各媒体、各部门、各经营
单位：
在刚刚闭幕的十九大宣
传报道工作中，河南日报及所
属媒体认真贯彻集团党委、编
委会提出的“两全”
“ 两严”
“两
创”
“ 两融”
“ 两确保”要求，高
举旗帜、精心谋划、争创一流，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过硬的业
务能力、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扎
实的工作作风，打了一场漂亮
的重大主题宣传攻坚战，在全
国省级党报同场竞技中表现
亮眼、抢眼，向省委交上了一
份满意的答卷。
会议期间，河南日报紧紧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点河南的题、
破全国的局，策划推出“牢记
嘱托 出彩中原”十篇大型系
列述评，率先在全国省级党报
中全景展示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两次考察河南期间到
过的地方、牵挂的事、关心的
人，全面展现全省上下认真贯
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取得的喜人成就。开设“十九
大时光”
“ 党代表通道”
“ 总编
对话党代表”等专栏，讲述河
南故事，唱响河南声音，打通
了会场内外。首次推出河南
日报“报中报”，六个整版一气
呵 成 的 报 告 摘 登 、八 个 整 版
“快闪”呈现的理论解读，大气
磅礴、催人奋进，在全国省级
党报中独领风骚。系列媒体
主动对标河南日报，架天线、
造声势，策划既有高度、有深
度、有温度，又能见人见事、入
心入脑。新媒体从各自奋战
向“全媒共享、多端发布、集中
发力、多元呈现”转变，由相加
到相融，融媒水平明显提升。
会议期间，前方报道组积极谋
划，精准发力，连续奋战；后方
报道组、综合协调组、融媒传
播及舆情处置组及时收集信息，做好舆情反
馈；综合部门和夜班的同志们，不畏辛苦，连续
奋战。出版、发行等部门，提前准备，缜密实
施，实现报道全程的无缝衔接、
完美呈现。
在全体参战人员共同努力下，集团十九大
宣传报道取得圆满成功。中宣部四次通报表
扬集团的十九大报道，省委书记谢伏瞻三次对
集团十九大报道高度称赞，省领导赵素萍、孔
昌生、穆为民等多次给予肯定，中宣部和省新
闻阅评多次专期表扬。
为进一步鼓励先进，推动工作再上新台
阶，集团党委、编委会决定：对十九大宣传报道
中表现突出的“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系列述评
创作团队；前方报道组、后方报道组、综合协调
组、融媒传播及舆情处置组；
“十九大时光”
“党
代表通道”融媒报道团队；
《家》
《旗》
《给青年人
的“一封信”
》融媒制作团队，给予通报表彰和
奖励。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认真总结十
九大报道的成功经验，戒骄戒躁，砥砺奋进，以
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坚韧的意志品质，
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做好十九大精
神的宣传贯彻落实，让十九大精神在中原大地
落地生根。希望全体采编人员要以受表彰的
团队为榜样，在今后的宣传报道中，大力弘扬
“善于谋划、敢打能拼、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的
十九大报道精神，强化党媒自信、坚持不断创
新、深化媒体融合，进一步提升新闻宣传的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希望全体员工
继续发扬党报人讲政治、顾大局、听招呼、守纪
律、能吃苦、能战斗的优良传统，以深入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为契机，坚定信心，脚踏实地，勠
力前行，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坚决打赢
集团转型发展攻坚战。
中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委员会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会
2017 年 11 月 7 日

ZHONG YAO XIN WEN

本报讯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推出“全国党媒携手
迈入新时代”十九大
融合报道精品 100 展
示投票专题，集团选
报 的 12 件 作 品 全 部
入围。在入围展示的
70 多家单位中，集团
媒体入围作品总量居
第一。
入围此次活动的
融媒作品有集团选送
的《小薇带你读报告：
畅 想 2050 年 的 盛 世
中国》
《旗》；有河南日
报新媒体部选送的
《主播带你走进数据
实验室，解读河南新
气质》；大河报选送的
《家》；大河网络传媒
集团选送的《在灿烂
阳光下》
《给青年人的
“一封信”
》；河南手机
报选送的《
“高”看河
南》
《喜迎十九大“四
张牌”缘何刷爆朋友
圈》；河南法制报选送
的《一起为十九大点
赞！
》
《十九大报告中
的“法治”元素，看你
能答对几道！
》等。这
些作品注重发现、挖
掘十九大报告的深刻
内涵，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小视
角反映大变化、小故事体现大内
涵；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不同
角度，不同侧面，反映了新时代的
新气象、新变化。平民化视角、多
样化表达让群众喜闻乐见，作品
一经推出，即成网络爆品，有力地
提升了十九大精神的传播效果。
集团新闻管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