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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集团全体安
全保卫人员以做好安保
和维稳工作为主线，在深
化落实单位内部治安防
控网建设工作方面取得
优异成绩，切实增强了集
团内部安全防范和抵御
不法侵害的能力，在重大
节假日，尤其在党的十九
大期间确保了集团的安
全稳定。近日，集团被评
为 2017 年度郑州市企业
事业单位内部治安防控
网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一年来，集团安全保
卫人员不断尝试突破固
有思维，在内部治安防控
建设中不断创新方式方
法。一是强化安全检查
监督。集团办公室保卫
部数次抽调多个部门的
安保负责人进行联合大
检查，涵盖治安、消防、维
稳、反恐等方面，及时发
现隐患，并采取限期整
改、定期复查、不定期回
访等综合整治方式将其
彻底消除。二是完善安
全防范软硬件。与集团
各部门逐级签订安全责
任书，修订完善应急处置
预案、建立反恐工作台
账。积极协调公安机关
给报业大厦视频监控系
统进行扩容改造，并与公
安机关实现视频联网。
设置了阻车装置和车辆
识别系统，给安保值班人
员配备了反恐器械。三
是做好舆情信息的收集
上报。充分发挥社情民
意信息员的作用，及时收集和报送来自基
层的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
础性问题信息。及时了解和掌握内部不
稳定因素，确保集团稳定。 李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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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2日至 13日，省
文投公司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前往三门峡市陕州区，开展了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体
验式党员教育活动。

春意盎然的陕州区大营镇，周
总理视察纪念馆庄严肃穆，党员们
在周总理塑像前鞠躬敬礼。在馆
长的解说中，党员们了解了1957年
周总理视察大营时的感人故事。

在周总理生平展厅里，大家认真观
看了周总理“立志强国、救国救民、
披肝沥胆、鞠躬尽瘁”的革命画卷
和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所立下的
丰功伟绩。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孙书
一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
题，为党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
课。党员们共同为4月份入党的同
志过了一个富有意义的政治生

日。孙书一带领4位同志重温入党
誓词，并向他们赠送了生日贺卡。

随后，公司五个党支部分别组
织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

参加这次体验式党员教育活
动，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不
仅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还
学到了文化创意项目开发运营管
理的相关知识，进一步提高了投
身公司发展的热情和动力。 李莹

省文投公司开展党员学习教育活动

□冻凤秋

一本崭新的《风吹书香》放在面
前，素白的书籍封面上，一群鸟儿舒
展彩色的翅膀，飞向蓝天。

在第二十三个世界读书日到来
之际，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
2015—2016 年度专栏结集《风吹书
香》正式出版。

4月21日，在中原风读书会世界
读书日特别活动——“寻找生命中
的那本书”《风吹书香》新书分享会
暨“瓦库书屋”启动仪式上，省文联
党组书记王守国，茅盾文学奖得主
李佩甫，评论家何弘、单占生，作家
乔叶、刘先琴、张鲜明、何频等，对中
原风读书会为推动河南文学、播撒
中原书香作出的贡献高度赞赏。

中原风读书会自 2015年 1月 18
日举行第一期迄今，三年多的时间，
近四十期读书活动，引领了全省读
书风潮。在“中原风”的带动下，省
内涌现多种形式的读书会，聚集了
越来越多的爱书人。

这背后，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植根中原厚土、助力文化高地建设
的成果。从最初的一张河南日报，
到以十报两刊三网站为主体，涵盖
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户
外媒体的现代传播体系，目前，报业
集团综合实力长期位居全国省级党
报集团前列。

这背后，有河南日报“中原风”

副刊深厚的文化积淀、实力劲健的
作家群体和庞大的读者队伍作支
撑。河南日报“中原风”作为省级党
报文艺副刊，自 2012年 5月 23日创
刊之日起，通过纸质的温润，传递文
字的力量，让中原大地文化之光愈
加璀璨，为建设“书香社会”发挥了
党报独树一帜的引领作用。

这背后，是报纸和新媒体深度
融合的成果。2014年 11月 8日，“中
原风”插上了新媒体的翅膀，微信公
众平台、新闻客户端、微博同时开
启。正是由于报纸和新媒体的融
合，读书会迅速提升知名度，扩大影

响力，在全省范围掀起读书风潮。
这背后，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以

责任感和文化情怀，树立中原地区
文化精神标杆的理想和追求。“中原
风”读书会从创立起，就坚持纯粹的
公益性原则，以实现“全民阅读，书
香中原”为己任，引导大众阅读，引
领时代精神风尚。2017 年，“中原
风”读书会还把书香带到基层，在中
牟、洛阳等地举办读书活动，邀请全
国报纸副刊界重量级嘉宾做客读书
会，参加“走转改”采风报道，用生花
妙笔书写中原文化，在国内文艺界
产生强烈反响。

中原风 让中原处处飘书香本报讯 结
合工作实际，开展
有针对性的学习，
提高全体员工的
政治素养、法律知
识素养和把关能
力，是河南法制报

“质量提升年”活
动 的 工 作 着 力
点。3 月份以来，
河南法制报开展
了为期两个月的
集中学习活动。

今年是河南
法制报的“质量提
升年”，报社组织
员工集中学习讨
论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等，
并于4月27日举行学习成果考试。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报社员工的“四个意
识”，提高了业务能力。

去年下半年以来，河南法制报社
特别注重员工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培
训，积极组织开展“质量提升年”活
动。一是“走出去”，员工积极学习同
行先进办报经验、经营理念；二是“请
进来”，邀请报业专家和新媒大咖授
课；三是“上考场”，学习培训效果怎么
样，全体职工都参加考试。以这次集
中学习为例，报社专门成立了督查小
组、出题小组，通过百题问答来检验学
习效果，并张榜公示成绩，对考试成绩
优异者给予表彰奖励。 吴元成

河
南
法
制
报

开
展
全
员
集
中
学
习
活
动

本报讯 5 月 8 日，一种全新
的广告形式登陆河南。

打开河南日报，读者会惊喜地
发现，用手机QQ扫描第一版右上
角“仰韶彩陶坊”报眼广告，广告中
的图片居然在手机上“动”了起来，
在手机中播放的31秒视频里，伴随
着悠扬的乐曲，陈凯歌导演正在娓
娓讲述7000年的仰韶文化，而斟满
的美酒似乎随时都会溢出屏幕，让
人忍不住想要送入口中。

这是集团携手腾讯QQ-AR团
队打造的第一支报纸AR广告，这
极富科技感的读报方式令平面广
告“动起来”，巧妙打破二维与三维
的界限，实现平面阅读和立体影像
的无界转换。今后，一张报纸和一
部手机将成为看广告的新搭配。

AR广告 打破次元壁开辟“新
蓝海”

此次河南日报首推“报纸 AR
广告”，无疑为河南广告界开辟了

“新蓝海”。
作为河南省公信力、影响力、

传播力、引导力首屈一指的政经大
报，河南日报一直是各大厂商树立
品牌的首选，但是传统媒体的表现
形式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更多信
息的传播。如何将每天覆盖全省
18个省辖市的 54万份河南日报利
用好，如何让这一份报纸承载更多
生动立体的信息，是河南日报一直
以来探索的方向。

此次“报纸AR广告”的推出，
可以看作是纸媒和互联网的一次
完美结合。AR 技术让报纸广告

“动起来”，54万份河南日报“秒变”
54万面屏幕，打破了二维与三维的
界限，让广告既保有传统媒体的端
庄大气，又具备了新媒体“酷炫”的
视觉冲击力。这次尝试不仅是对
媒体“融合”的全新探索，也将对报
纸的传播、呈现方式提供更加灵活
多变的新思路。

AR技术与仰韶文明 历史与
现代的碰撞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具代表
性的技术之一，AR（增强现实技
术）技术突破了空间、时间以及其
他客观限制。据了解，QQ-AR 是
手机QQ基于AR技术，用新的交互
方式将线上(虚拟世界)与线下(现
实世界)“无缝”连接的新技术，用户
通过打开手机QQ，对识别图进行

“扫一扫”就能体验到QQ-AR的功
能。在 2017年 11月的腾讯全球合
作伙伴大会上，QQ宣布将AR技术
正式对外开放。

在今年两会报道中，集团携手
腾讯QQ-AR团队探索出了“AR看
两会”的全新报道形式。而今天

“ 仰 韶 彩 陶 坊 ”的 广 告 ，则 是
QQ-AR团队与河南日报在广告领
域的首度合作。未来，河南日报还
将推出一系列“脑洞大开”的AR广
告。 李涛

54万份河南日报“秒变”54万面屏幕

河南首个报纸AR广告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