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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日，集团召开
年度工作会议，安排部署集团2018
年工作。赵铁军社长强调，新的一
年，集团干部职工要更加坚定自觉
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
推动各项工作，学在前列，用在前
列，干在前列，走在前列。

赵铁军社长主持会议并回顾
了集团 2017 年工作。他强调，
2017年，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
省委宣传部的具体指导下，集团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紧紧围绕迎接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这条主线，紧
跟省委抓大事，深化融合，拓展产
业，夯实责任，从严治党，实现了一
系列具有标志意义的新突破，开创
了党报集团创新发展新局面，继续
走在全国省级党报集团前列，再次
蝉联全国文明单位。

董林总编辑布置集团 2018
年宣传报道工作。他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形
势迫切呼唤新闻舆论战线呈现新
气象、拿出新作为。2018年，集团
宣传报道要按照“一聚焦”“三突
出”“三推进”的思路，再接再厉再
创佳绩。“一聚焦”就是把各项工
作的着力点，聚焦到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上
来。“三突出”就是突出三大主题，
即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河
南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改革开
放 40 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三推进”就是推进
大兴学习之风、调查研究之风、干
事创业之风，为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夯基垒台、提供保障。要把握
强定位、善创新、促融合 3个关键
词，实现“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等 9个必须，用奋斗的姿态致
敬新时代，绘就新蓝图。（讲话摘
要另发）

张光辉总经理安排集团2018
年生产经营工作。他强调，2018
年，集团经营工作要坚持好“一体
两 翼 ”发 展 战 略 ，贯 彻 落 实 好

“2233”任务。要处理好主业和非
主业、速度和质量等 5对关系，重
点抓好媒体、金融投资、户外广
告、房地产 4个板块，重点推进大
河东都二期开发销售等“十大工
程”，推动集团经营工作高质量快
速发展。（讲话摘要另发）

集团党委委员、省纪委驻集
团纪检组组长朱永飞就2018年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讲话。他指出，
2018年，集团要抓好党的政治建
设、作风建设、以案促改等 6个方
面工作。党员干部要守住“早、小、
常”，警惕“权、钱、色”，做到“清、
慎、勤”，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向
深入。（讲话摘要另发）

董林总编辑宣读《关于表彰
集团 2017 年度先进工作者的决
定》《关于表彰 2017 年度先进党
支部（总支）、优秀共产党员的决
定》。张光辉总经理宣读《关于表
彰集团 2017 年度经营工作先进
单位的决定》（受表彰集体和个人
名单见 02 版）。河南日报、民生
学院等15家单位上台领奖。

在总结讲话里，赵铁军社长
对集团 2018 年工作作出安排。
他强调，集团要以党的政治建设

统领各项工作，全面落实管党治
党主体责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
严、长管长严。

赵铁军社长指出，2018年，要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的领袖
和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
报业集团各项工作。一要坚定站
位把方向。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二要集中
精力抓大事。聚焦重大主题做好
精品报道，聚焦关键环节做深媒
体融合，聚焦重点领域做强优势
产业。三要解放思想朝前看。以
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推动集
团工作焕发新的活力，取得新的
进展。四要戒骄戒躁攀新高。克
服自满懈怠，以更严标准、更高要
求，不断拉高工作标杆，把握来之
不易的政策机遇，保持敢战敢拼
的精神状态。五要苦干实干再创
业。用实绩说话，用创新说话，用
执行力说话，让集团的发展能够
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会上，集团党委领导和各单
位、各部门负责人分别签订《2018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王俊本、王国庆、肖建中、石
晓林、王自合、孙德中、孙书一、韩
嘉俊、孟磊出席会议。部分离退
休厅级干部、离退休党总支代表，
行管党务部门、河南日报、系列媒
体副处级以上干部和部分普通干
部代表，经营单位中层以上干部
参加会议。 李富春

本报讯 3月 3日上午，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
素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维宁等一行来到位于北京
河南大厦 6楼的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全媒体报道中心，看
望慰问报业集团参加全国两
会报道的记者们，并勉励大
家努力做好两会报道，争取
出新出彩。

集团副总编辑、全国两
会报道前方总指挥肖建中向
赵素萍一行介绍今年集团全
国两会报道的三个特点：一
是参会记者人数历史最多，
集团旗下新闻属性媒体首次
实现全国两会采访的“全家
福”；二是集团所有媒体将联
动打造一款全媒体标志性栏
目；三是技术有了新亮点，集
团中央厨房首次“搬进”全国
两会，AR技术让报纸“动”起
来，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河小
AI首次成为报道团成员。

听着介绍，赵素萍、张维
宁频频点头表示肯定。

随后，集团旗下各媒体
精心制作的微纪录片《春光
续集：从张庄到“康庄”》《进·
城》《让爱快速抵达》《“标”志
河南》等融媒产品陆续展播，
赢得阵阵掌声。大河小AI还
在现场与兰考县张庄村村民
闫春光进行了连线。

在集团全媒体报道中
心，赵素萍现场当起了主持人，向嘉宾介绍，“两
会报道中央厨房其实是一个立体的媒体矩阵，
所有的信息在这里都可以共享，真正做到了深
度融合。”她高兴地对报道团全体成员说，“看到
又有新成员加入报道团队，看到报业集团的媒
体矩阵越来越成熟，看到每个记者脸上洋溢着
青春之光，我感到非常欣慰。”

“新成员，新矩阵，真青春！”赵素萍部长的
点赞鼓励让报道团队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
要做到有声有色有气势，出彩出新出精品，圆满
完成报道任务！

柯杨 郭俊华 侯梦菲 莫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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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年度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宣传
部长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十九届中纪
委二次全会精神和十届省纪委三次全
会精神，安排部署2018年集团工作。

2017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不平
凡的一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回顾
2017年，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委
宣传部的具体指导下，集团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实现了
一系列具有标志意义的新突破，开创
了党报集团创新发展的新局面，继续

走在全国省级党报集团前列，再次蝉
联全国文明单位。

这一年，我们紧扣主线，高举旗
帜。集团媒体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这条主线，持续深入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
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
作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深入宣
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在十九大的宣传中，我们
用举旗定向、连天接地、领跑同行的报
道一次次证明，推动十九大精神在河
南落地生根，党媒是引领的旗帜，是定
海的神针，责无旁贷，无可替代！

这一年，我们服务大局，出新出
彩。集团媒体紧跟省委抓大事，突出

一亿河南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谋大事、抓重
点、补短板的生动实践，聚焦“三区一
群”、“四大攻坚战”、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空中丝绸之路”等主题，积极发挥
舆论引领作用，组织了一系列有分量
的报道，影响力走出河南，辐射全国。

这一年，我们顺时应变，深化融
合。坚持党报引领、移动优先、视频优
先，新版“中央厨房”投入运行，省政府
网站统一技术平台等重点项目花落报
业集团。“三端一报两平台”中，已有 4
个达到千万量级，集团媒体综合用户
接近 1.5 亿人，纸媒与新媒体优势互
补、此长彼长、齐头并进的融合效应持
续释放。

这一年，我们克难攻坚，拓展产
业。面对转型、变革期异常复杂严峻
的经营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压力，集团
党委团结带领干部职工，强力实施“一
体两翼”发展战略，砥砺奋进、克难攻
坚，实现集团整体经营逆势上扬，收入
和利润大幅增长。 （下转05版）

集团召开2018年度工作会议，要求全体职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讴歌新时代 阔步新征程
□赵铁军

——在集团2018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学在前列 用在前列
干在前列 走在前列

朱永飞组长讲话摘要

董林总编辑讲话摘要
详见06版

张光辉总经理讲话摘要
详见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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