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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闻

集团与北京出版集团联合举办评选活动

首届“小十月文学奖”发榜
本报讯 在河南日报创刊 69
周年之际，5 月 8 日至 9 日，集团联
合北京出版集团，在郑州举办首届
“小十月文学奖”颁奖仪式暨儿童
文学高峰论坛，张光辉总经理出席
活动并讲话。
洪永争、徐瑾、艾小犀等 16 位
作家的原创新作分别获得小说组、
童话组、诗歌组、散文组等奖项。
曹文轩、王泉根、吴然、孟宪明等来
自全国的 30 多位作家和评论家出
席此次活动。
据北京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卢
佳介绍，
“小十月文学奖”由北京出
版集团旗下《十月少年文学》杂志
发起设立，旨在繁荣华语儿童文学
创 作 ，倡 导“ 直 击 内 心 的 童 年 书
写”，发现和培养更多的儿童文学
作者，支持和鼓励各种体裁儿童文
学作品的创作与出版。首届“小十
月文学奖”于今年 1 月 12 日正式启
动，面向全球华语作家征集原创儿
童文学作品，共收到来自海内外稿
件 2500 多份，经初评、复评、终评，
最终在小说、童话、散文、诗歌四个
类型中各评选出金奖作品 1 篇，佳
作奖 3 篇。
张光辉总经理说：
“ 恰逢河南
日报创刊 69 周年之际，我们迎来
了首届‘小十月文学奖’。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作为党报集团、全国首
批文化试点单位，肩负着把握舆论
导向、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时代进
步的重任。大河书局一直致力于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为“小粉丝”
签名，鼓励孩子们多读书
青少年教育，近年来在推动全民阅
读，尤其是校园阅读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我们愿尽己所能，办好‘小
十月文学奖’活动，推动少儿文学
事业蓬勃发展。”
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
认为，
“ 小十月文学奖”的设立，是
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一大盛事，也
是文坛的一大盛事，必将把儿童文
学创作推向一个新高度，从而引领
孩子不断从文学中汲取养分，健康
成长。
来自郑州市 60 多所小学的近
400 名爱好文学的师生参加了本
次活动。颁奖仪式结束后，
《十月
少年文学》杂志主编、
“小十月文学

奖”评委会主任曹文轩为孩子们作
了题为《文学的边界》的主题演讲，
并为郑州 6 所中小学设立的“小十
月文学社”授牌。曹文轩鼓励孩子
们多阅读、多积累，发挥想象力，写
出属于自己的好作品。
与颁奖仪式同时举行的还有
“直击内心的童年书写——儿童文
学高峰论坛”
“ 小十月文学名家进
校园”等活动。在儿童文学高峰论
坛上，来自全国的 30 多位儿童文
学作家、评论家和媒体人，就改革
开放四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
和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潮流，进行了
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胡震环/文 大河书局/图

春风化
“羽” 我心飞扬
河南日报地方记者部举办羽毛球赛，
迎接创刊 69 年
本报讯 4 月 21 日，河南日报
地方记者部 36 名员工齐聚郑州 96
中，以“春风化羽 我心飞扬”为主
题的首届河南日报地方记者部羽
毛球赛在这里挥拍开赛。
来自 18 个记者站的站长(社
长)、记者及本部编辑换上运动装，
组成中部战队、太行战队、江淮战
队、伏牛战队 4 个比赛战队。队员
们在球场上飞奔、角逐，尽管队员

们的球技水平参差不齐，但在各自
队长精心的排兵布阵下，比赛打得
很胶着、有看点。经激烈角逐，江
准战队和伏牛战队进入到冠亚军
决赛的争夺，历经 7 轮顽强的拉锯
战，伏牛战队胜出夺冠。
肖建中副总编辑说，为了迎接
河南日报创刊 69 周年，报社首次
举办的这场以 18 个记者站站长(社
长)为主角的群众体育活动，具有

开创意义。比赛既响应了国家全
民健身的号召，又符合报业集团企
业文化建设的理念，很好地践行了
河南日报地方记者部“努力工作、
快乐生活”的团队建设宗旨。
比赛结束后，队员们兴奋的心
情迟迟未能散去，纷纷在朋友圈分
享比赛的图片和心情，为自己和团
队点赞。
王屹立

石晓林副社长调研党建工作

抓党建 促发展 做表率 走在前
本报讯 4 月 25 日，石晓林副
社长到集团直属单位党委调研，传
达集团党委对党建工作提出的新
要求，对集团直属单位党委的重点
工作给予指导。
在听取了集团直属单位党委
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及其他同志发
言后，石晓林指出，集团党委高度
重视党建工作，春节前专门召开专
题党委会研究部署集团党建工
作。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董林
同志多次强调报业集团是政治集
团，抓党建要高标准、严要求，要贯
彻“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
把“规定动作做到位，创新动作做
出彩”。
石晓林对直属单位党委提出
三点要求：
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理直气

壮抓党建。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坚决维护”，挺起胸脯，硬起腰杆，
打起精气神，旗帜鲜明讲政治，理
直气壮抓党建。
二是要围绕中心工作，创新形
式抓党建。第一要对标中央和省
委要求，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 8 个
方面重点任务，把基层党组织建成
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
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
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第二
要创新形式，建好集团办公网“党
建之窗”平台，用好党建考核这个
抓手。三要注重问题导向。要按
照新时代党建工作新要求，重新审
视、深入剖析省委巡视整改反馈意
见，持续抓好整改；要尽快落实集

团直属单位党委换届、直属单位纪
委组建等工作。四要坚持党建工
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
署、一起考核，通过抓党建来促发
展。
三是要加强自身建设，示范
引领抓党建。打铁必须自身硬，
党务工作者首先要做学习的表
率，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努力
使自己成为行家里手。其次要做
担当的表率，要坚持原则、认真
负责，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
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
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最后要做
实干的表率。要察实情、出实
招、求实效，对今年的工作任务
进行分解，制定出时间表、路线
图，明确责任，狠抓落实。
周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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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辉调研集团南阳项目

深耕地市
大有作为
本报讯 4 月 26 日 至 27 日 ，张 光
辉总经理一行到集团南阳大河印务公
司、集团南阳大河传媒公司、镇平“玉
商通”项目进行深入调研，漫画月刊杂
志社、河南日报发行部负责人陪同调
研。
座谈中，张光辉听取了南阳大河印
务公司的工作汇报以及电子标签项目
合作的想法与建议，对南阳大河印务公
司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对公司的未来
发展以及新项目合作提出了建议。
在集团南阳大河传媒公司，张光
辉认真听取业务情况汇报后提出六点
意见：一是记者站和集团各市分公司
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深耕地市。地
市记者站和分公司是报业集团发展的
重要空间，目前已成立的三家公司，
要坚持在当地进行深耕细作。二要强
化二级公司意识。目前在三个市成立
的三家分公司，要强化报业集团二级
公司意识，要明确自己属于综合性公
司的属性和定位，认识到自身发展优
势很大，机遇也很大，抓住集团和当
地优势，率先一步做出成绩。三要明
确思路，做好公司发展规划。抓牢广
告业务基础，积极拓展业务。明确公
司发展战略，做好年度和长期规划，
确定发展重点。四要加强联系，资源
共享。各分公司要加强与集团公司以
及集团直属各公司的联系，加快集团
公司业务如印刷、发行、酒店等业务
在各个地市的延伸、落地。五要加强
管理，照章办事。各分公司要强化管
理意识，规范经营，依法办事、照章
办事。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做好
公司化制度改革，确保财务、纪律等
各方面不出问题。六要实施薪酬制度
改革。集团今年将选择几家公司进行
薪酬制度改革，通过多劳多得的薪酬
制度改革调动积极性，提升经营业
绩。
孟向东

省国税局
大企业处
来集团调研
本报讯 4 月 25 日上午，省国家税
务局大企业处处长曹学胜和郑州市国
税局、金水区国税局有关部门一行 5 人
到集团调研，集团总经理张光辉出席座
谈会。
张光辉对曹学胜一行在集团媒体
融合发展关键时期来集团调研表示欢
迎，并详细介绍了集团近年来的发展状
况和未来发展方向。曹学胜代表省国
税局对集团进入全国千户集团扩围企
业名册表示祝贺。
曹学胜表示，千户集团成员企业在
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税务机关专门成
立大企业处，就是以报业集团为代表的
千户集团成员为服务对象，强化日常沟
通，及时回应企业诉求；解决企业提出
的热点难点问题；建立绿色通道，提供
专属服务，让大企业享受到更高效、更
优质的个性化服务。
双方还就媒体宣传、舆论监督等话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刘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