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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选派新任驻村第一书记入村
本报讯 按照省委统一工作部
署，11 月 8 日上午，集团新选派驻村
第一书记杨玉璞同志正式到登封市
石道乡赵庄村入村任职。王国庆副
总编辑带领集团人力资源部等部门
的负责同志，共同见证了新老第一
书记的交接。
在交接仪式上，集团原驻村第
一书记何高峰详细介绍了驻村工作
总体情况。自 2015 年 8 月省委确定
集团为赵庄村帮扶单位以来，他们
对赵庄村贫困户进行了精准识别，
编制了贫困户帮扶脱贫计划，先后
流转土地 700 多亩，多方协调资金

500 余万元用于赵庄村基础设施建
设，完成了集团与赵庄村贫困户的
结对帮扶工作。截至目前，赵庄村
只剩 3 户贫困户，已基本实现了全面
脱贫。
日前，郑州市委组织部、郑州市
扶贫开发办等单位联合发文，对全
市各定点扶贫工作队和定点扶贫工
作先进个人进行通报表彰。何高峰
和他带领的登封市残联驻石道乡赵
庄村工作队受到通报表彰。
王国庆对何高峰前期的驻村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希望杨玉
璞同志将集团驻村工作的好局面、

好态势、好做法发扬下去，持续推动
精准扶贫，强化基层建设，圆满完成
驻村工作任务。他表示，集团党委
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和保障第一
书记的日常工作，为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
强的组织保证。
根据中组部和省委有关规定，
目前在村工作的第一书记即将任职
期满，新选派一批干部 11 月入村任
职，并用 3 个月时间完成新老交接，
原任第一书记 2018 年 2 月结束工作
任务后返回原单位工作。
张敬文

集团举办
“欢庆重阳节”游艺活动
本报讯 10 月 27 日，在重阳佳
节即将来临之际，离退休职工管理
部在活动中心为老同志举办了“欢
庆重阳节”游艺活动，200 多位老同
志参加活动。王俊本副总编辑与老
同志们畅叙友情，
共庆佳节。
活动开始前，
王俊本副总编辑代
表集团党委和编委会，
向老同志们致
以节日的祝福！他说，
报业集团能健

康顺利快速发展到今天，
与老同志们
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分不开。今年以
来，老同志们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在
省直机关组织的有关活动中连获佳
绩。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
集团老
同志“喜迎十九大”书画摄影大赛获
奖作品展在报业大厦展出，
在集团内
外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充分展示了集
团老同志对党的事业，
对集团事业的

关心、
支持。王俊本还向老同志们简
要通报了集团新闻采编、生产经营、
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
随后，游艺活动拉开序幕，老同
志们个个兴高采烈，纷纷在飞镖、猜
谜、
趣味投篮等项目中施展技能。现
场秩序井然，笑语不断，大家切实感
受到集团大家庭的温馨与快乐。
许江

河南日报广告
创单月新高

文投公司旗下平台
入选国家示范项目
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文物
局组织开展的 2017 年度“互联
网+中华文明”示范项目库名单
公示期结束，省文投公司旗下中
视新科公司运营管理的“河南省
文博产业三维数字化服务平台”
成功入选该项目库。
桑艳艳

投资公司汝州项目
稳步推进
本报讯 在集团党委的指导
和支持下，大河传媒投资公司汝
州加油加气站项目稳步推进，与
汝州市汝东新区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共同成立了汝州市天青能
源有限公司，公司筹建工作进展
顺利，已于今年 9 月 28 日完成了
工商注册，目前正在有序进行公
司开立银行基本户和办理税务
登记事宜。
张洁溪

集团优秀青年
和先进集体受表彰
本报讯 近日，省直团工委授
予 45 个青年集体“2015-2016 年度
省直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授予
142 名同志“2015-2016 年度省直青
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集团河南
手机报正青春先锋队、报业大厦物
业管理公司楼宇部荣获“省直青年
文明号”称号，大河网李良昆同志
荣获“省直青年岗位能手”
称号。
集团团委

事业发展部中标
省政府研究课题
本报讯 近日，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印发了《关于 2017 年度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财
政专项课题）立项的决定》，由集团
事业发展部牵头承担的课题《政府
性投资基金财政风险防控机制研
究》获批立项。
张恒

集团档案管理工作
获好评
本报讯 近日，省档案局下发
表 彰 通 报 ，集 团 办 公 室 档 案 室 被
评 为 2016-2017 年 度 档 案 管 理 先
进 单 位 ，陈 建 军 同 志 被 评 为 先 进
工作者。
今年以来，档案室积极推动档
案信息化工作，投资 20 多万元开发
并投入使用了集团电子档案和图
片档案管理系统。目前，已将集团
2005 年至今的 1 万多份发文文件，
10 万多张文稿扫描入库，并计划将
保存的 8 万多张纸质照片及底片，
全部扫描导入照片档案数据库。
陈建军

经营快讯

本报讯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河南日报广告部着重
策划，推出“五大理念”
“ 产业集
聚区金星奖”
“ 卫生系统党建工
作”等活动，今年 10 月份广告发
生额为 2041 万元。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加了 17％，创河南日报单
月广告最高纪录。
张洁溪

简讯

老记者们的记者节
本报讯 11 月 8 日，集团 70 多位老记者走进郑州园博园和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参观考察，感受园博园的文化内涵和港区火热
的发展进程，
度过了一个特别的记者节。
许江/文图

记者节的感谢信
本报讯 在第 18 个记者节来临之际，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和省
公安厅接连发来感谢信，向集团长期支持我省公安和信访工作表
示诚挚的感谢，
向集团全体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来信特别感谢河南日报党群政法部记者李凤虎同志，称赞他
工作踏实认真，勤奋敬业，不怕苦不怕累，对每一项报道工作都兢
兢业业，精益求精，无怨无悔。李凤虎同志深入基层一线，采写了
一大批反映我省信访和公安工作的典型经验和先进事迹，讲述了
发生在我省信访和公安战线的新闻好故事，受到了相关单位的一
致好评。
又讯 近日，中共卢氏县纪委发来感谢信，向集团党委会、编
委会致以崇高的敬意，特别感谢河南日报李黎祥同志为宣传卢氏
县巡察工作所做的贡献。
李黎祥同志深入卢氏县采访调研县级巡察工作，从理性的高
度概括、提炼，写出了《锻造风清气正敢担当的政治生态》长篇理
论调研文章。该调研文章在河南日报理论版重磅推出后，在全国
引起热烈反响，先后有四川、山东、山西等 9 个省的 20 多个县（市）
到卢氏实地学习交流巡察工作的经验和做法，收到良好效果。卢
氏县纪委表示要研究总结巡察工作的规律和方法，推动巡察工作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更大作用。
邸文

大河酒店公司
创新党建工作
本报讯 为创新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进一步提高党支部的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10 月 30 日，大河
酒店管理公司综合支部与中行河
南省分行总务部支部举行党建共
建签约仪式。
仪式上，两个支部对各自党建
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就指导
思想、实施步骤、实施内容等方面
进行深入交流。
陈媛

投资公司开展
文化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近日，大河传媒投资
公司开展风险管理文化宣传月活
动，目的是对明年的工作进行深入
规划，对公司中长期发展做出畅想
和展望，为公司的转型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活动包括金融风控经典案例
剖析、风控故事会、律师讲堂培训
及户外团队建设共四个部分，于 11
月每周五下午举行。
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