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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23 日，集
团召开党委中心组专题学习
会议，认真学习研讨习近平
总书记全国网信工作会议重
要讲话，并对进一步贯彻落
实讲话精神作出安排。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编辑董林主
持会议。

张光辉、朱永飞、肖建中、
高金光、石晓林、王自合、孙德
中、孙书一、韩嘉俊、孟磊出席
会议。

学习研讨中，集团中心
组成员结合各自思想和工作
实际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
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
互联网、发展互联网、治理互
联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
网之道，形成网络强国战略
思想，指引我国网信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
记就加强网上正面宣传，维
护网络安全，推动信息领域
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信息化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
用，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
治理进程等重大问题给出答
案、指明方向，充分体现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远见卓识和对机遇的把握能
力、对挑战的驾驭能力。

大家表示，集团作为党
报集团，肩负着举旗定向、
凝心聚力、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的光荣使命。要以更高
的政治站位、更高的工作标
准，把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
国战略思想学习好、贯彻
好，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精神上来，为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集聚
强大正能量。

会议对抓好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作出
安排：

一 是 高 度 重 视 ，深 学 细
学。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团要
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网
络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充分认识到建设网络强
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必由之路。要认真对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明
确”，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
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工作重要
讲话精神，针对集团融合转型
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用讲话
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破解
难题、推动工作。

二是 主 动 担 当 ，夯 实 责
任。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
握住了时代主动权。集团作
为全省新闻舆论工作的主阵
地、主渠道、排头兵，必须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为构建网上
网下同心圆发挥党报媒体旗
帜引领作用。一方面，加强和
改进网上正面宣传，把握时度
效要求，推进网上宣传理念、
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
新，进一步提升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让党的主
张始终成为网络空间最强音；
另一方面，认真对标中央关于
加强管网治网的一系列重要
举措，加强集团各媒体平台、
自媒体管控，加强信息基础设

施网络安全防护，加强网络安
全信息统筹机制、手段、平台
建设，加强舆情研判和应急指
挥能力建设，层层夯实意识形
态责任制，切实做到关口前
移，防患于未然。

三是抢抓机遇，加快发
展。大数据、智能制造等先进
网络技术，正成为我国经济提
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也为集团转型发展带来全新
机遇。同时，这次会议要求压
实互联网企业的主体责任，加
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置力
度，也为主流媒体发展提供了
宝贵的战略空间。要抢抓机
遇，奋力拼搏，在政务服务、舆
情监测等领域乘势而上，再接
再厉。坚持移动优先、党报引
领的媒体融合主攻方向，做大
传播平台，提高技术能力，推
动中央厨房“7×24小时”常态
化运行，进一步完善工作流
程，改进工作机制，推进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深融、快融、
全融。

四是建强队伍，提高能
力。人才强网是补足短板的
金钥匙。针对集团融合攻坚
人才短板，全面深化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教育培训，全力
推进旨在培养全媒体领军人
才的“惊蛰计划”，培养更多
懂采编、懂技术、懂经营、
懂风控的领军人才，带动员
工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
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
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
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
能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
供人才保障。 李富春

集团党委中心组专题学习
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4月 20日，集团召
开2018年投融资工作会议，全面
总结集团投融资产业发展情况，
分析面临的形势，部署下一阶段
工作。董林总编辑作重要讲话，
张光辉总经理主持会议并讲话，
王自合、韩嘉俊、孙书一出席会
议。

会上，文投公司、大河投资
公司、华隆公司、期货日报、大河
财立方和河南艺术品交易中心
等6家单位汇报了投融资发展情
况，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明
确了下一步发展思路。

董林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深
入分析了集团投融资产业发展
形势：一是取得的成绩确实很
大。成立了很多投资机构和平
台，投资了很多项目，投融资板
块逐步成长壮大，为集团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二是面临的困
难确实很多。当前，集团大项目
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投
资的一些项目短期回笼资金较
少，而且集团还将进入还款高峰
期，资金压力特别大。三是发展
的前景确实很光明。投融资产
业前景十分光明，市场十分广
阔，要大力推动“传媒+金融”深
度融合。未来要走企业并购重
组甚至上市的发展道路，以资本
为纽带整合资源。

董林强调，要把握好 5个关
键点，解决好5个方面问题，推动
集团投融资产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一要把握提质增效，解决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不能再以传统的思维和模
式来发展投融资产业。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赶上投
融资产业最新的发展趋势和潮流。要进一步调整优
化投资结构，丰富投资品种。股权投资周期要长短
结合，稳定发展。二要把握规范运作，解决好现代企
业制度问题。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含规范的薪
酬体系、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既要有科学合理的激
励，同时也要有健全有力的约束，实现责权利相统
一。三要把握整合资源，解决好资源共享问题。要
以市场的方式推动资源整合共享。充分发挥报业集
团的优势，寻找好项目，投资好项目。四要解决好本
领恐慌问题。集团层面要重视，各投融资经营单位
也要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可靠、本
领过硬的投融资人才队伍。要对标业内顶尖企业，
把目标定得高一些，推动投融资产业快速发展。五
要把握控制风险，解决好做百年老店的问题。要永
远把防控风险摆在第一位，把风险防控措施做好，把
风险牢牢控制住。

张光辉在讲话中全面总结了集团投融资产业发
展情况，充分肯定了投融资产业实现了较好经济效
益，丰富了集团产业结构，培养了一支专业的队伍，
搭建了一批投融资平台，增强了集团社会影响力。
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投融资发展规划，提高投资
效益和效率，优化投资期限配置，撬动社会资本。

张光辉强调，要按照“4421”的思路发展壮大集
团投融资产业。坚持4个投资原则：坚持近期和中长
期投资相结合原则，既要投资谋长远的战略性项目，
增强发展后劲，也要投资能较快实现收益的近期项
目，特别是要加大对“短平快”项目投资力度。坚持
统筹投资效益和资金成本原则，要切实增强资金成
本意识，科学论证项目投资回报率，把资金集中到高
收益项目。坚持融合整合资源原则，要加强集团内
外部资源融合整合，实现优势互补、信息互通、资金
互融；适时处置退出一些已经达到预期收益或成长
性不强的项目。坚持把握机遇与有效防范风险相统
一原则，既要把握投资机遇，努力实现较高投资收
益，也要严格控制投资风险。发挥好投融资平台4个
功能。一是发挥好“花钱”功能，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二是发挥好“找钱”功能，加强融资平台联动。
三是发挥好“赚钱”功能，提升投资效益。四是发挥
好“引钱”功能，用好用活财政资金。“2”是做大做强
文投公司和大河投资公司这2个金融机构。文投公
司和大河投资公司是集团发展投融资产业的重要平
台和抓手，要加快投融资模式创新，提高投融资运作
能力，进一步壮大投融资规模，尽快做大做强。“1”就
是瞄准1个目标：推动投融资产业更高质量发展。瞄
准“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改善投资结构，完善投资
布局，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
加会议。 集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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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4 月
18日，光明日报社副
总编辑张碧涌一行
6 人到访集团，围绕

“如 何 开 创 新 时 代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新局面”，开展党建
专题调研。董林总
编 辑、孙 德 中 副 总
编辑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董林
总编辑首先对张碧
涌一行表示欢迎，并
简要介绍了集团整
体情况，重点强调了
党建工作在集团发
展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集团直属单位党委、
新闻管理部、河南日
报总编室、大河网络
传媒集团等单位相
关负责同志就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
推进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深度融合发
言。 史海山

本报讯 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集团进一步延伸拓展
与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全省
党报联盟建立起的三级联动
平台，总发稿量 4060篇，总阅
读量累计 16.8亿+次，唱响了
两会宣传的主旋律，在省级
党报同场竞技中表现抢眼，
10多次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
点赞和表扬。新科技注入更
是激发产品活力，融媒体创
意精彩迭出。集团 30多件两
会融媒体产品第一时间通过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被全国党
媒公共平台、人民网与全国
媒体联动的“两会进行时”等
选用，并快速全网分发，中
央、省、市 200 多家合作媒体
即时推送，累计阅读量突破 1
亿人次。

“全国党媒携手拥抱新时

代——2018 全国两会融合报
道精品 100展示”自 3月 20日
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 25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0余件
融媒体作品。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组织旗下各媒体参评的

《总书记，河南向您报告》AR
互动、《总编有约》特别节目

《又是一年春好时》、《进·城》、
《掌声献给人民领路人》、《我
为祖国种棵树》、《点赞新时
代 传播两会声音》、《让爱快
速抵达》、《点亮城市之光》、

《60秒穿越 3600年》、《从张庄
奔“康”庄》等10部融媒体作品
入围。

本次活动将采取网络投
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
最终推选出“优秀融媒作品
TOP10”和“评委特别推荐作
品”。 张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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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明
日
报
社
领
导
来
集
团
调
研

谁掌握了互联网
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

全国党媒两会精品100展示票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