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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闻

集团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
本报讯 5 月 14 日，集团召开党委
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宣部近期
有关会议精神和王国生书记在中央驻
豫及省主要新闻媒体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国务院第一
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反腐败协
调小组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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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书一、韩嘉
俊、孟磊出席会议。
大家在学习中一致认为，
习近平总
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
大，
思想深刻，
内容丰富，
是一篇闪耀着
真理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伟大的政

治宣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揽“四
个伟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的行动纲领。
集团肩负着学习
贯彻和宣传引领双重任务，
一方面要按
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
深刻学习领会
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两个巩固”
根本任务，加强选题策划，用好融媒手
段，
大力营造学习宣传贯彻重要讲话精
神的浓厚氛围。
大家纷纷表示，中宣部领导和王
国生书记的讲话，通篇贯穿习近平新
闻思想，为做好新时代党报集团各项
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对于进一步提高学习贯彻实效，集团
党委作出以下安排部署：
一是组织系列培训。面向集团全
体处级干部、新闻采编人员，开展习近

平新闻思想专题培训，在入耳入脑入
心上下功夫，在改造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上下功夫，在践行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上下功夫，让习近平新闻思想
在集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体现到新
闻报道中去，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
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
队伍。
二是加强政策研究。组织工作专
班，系统学习中央近期有关文件精
神，与中央精神对标对表。加快制订
集团层面的工作方案，把握发展机
遇，研究发展政策，推进党报集团高
质量发展。
三是改进宣传报道。以习近平总
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时提出的“四个着
力”
“四张牌”为主线唱响主旋律，以弘
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
精神为主线传播正能量，以创新为主

感 谢 信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
5 月 31 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主任任正晓一行到驻
报业集团纪检组调研并座谈，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并得到省纪委的高度
认可。此次调研和座谈，报业集团党委及有关部门通力支持，纪检组对
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由衷地感谢！
此次调研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报业集团党委主要负责人亲自
把关审核，为活动提供坚强组织保障，集团办公室、大厦物业、报业网络
中心等单位和部门按照集团党委要求和布置，行动迅速，压实责任，各
项工作完成到位。整个活动衔接顺畅、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细节到位，
既体现了报业领域的特点特色，
也体现了报业人的风格和风貌。
驻报业集团纪检组感谢报业集团党委一如既往的支持，并将以任
正晓书记调研为契机，与报业集团党委一起，压实“两个责任”，守好“一
片森林”，使报业集团的政治生态，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省纪委驻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纪检组
2018 年 6 月 5 日

集团诞生
河南首个千万级机构微博
本报讯 5 月 27 日 12 时 23 分，河南
首个千万级机构微博在集团旗下诞生，它
的注册名字叫“大河报”。从百万大报到
千万“大 V”，23 岁的大河报仍是河南百姓
心中的“第一”。
牢记新闻职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
“第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是大河报鲜
明的标签。
2017 年 2 月，新密高二学生陈奕帆骑
电动车不慎撞了路边停靠的一辆宝马车，
他在车门把手里留下了一封道歉信和打
工挣来的 311 元钱，车主薛战民被深深打
动 ，他 不 仅 找 到 这 名 学 生 ，还 资 助 他 上
学。事情发生后，大河报记者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并以《穷有信，富且仁》为题进行
独家系列报道，影响深远。
不忘办报初心，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
息的”第一”。时光在变，大河报从一张纸
衍生出了一个官方微博，但第一时间发布
权威消息的媒体基因不曾改变。
2012 年 7 月 9 日，河北昌黎火车站有
人卧轨自杀，郑州铁警高专学生李博亚前
往相救，导致失去双腿。
2017 年 3 月 13 日，新郑一所居民楼突
发火灾，半身不遂的爷爷为了保护孙女不
被烧伤，将其举出窗外，自己却葬身火海。
不忘初心，记录热点。8 年来，@大河
报一直在路上。
时时心系读者，拥有最广泛群众基础
的“第一”。大河报晋级“千万俱乐部”后，
@大河报立即开启粉丝节活动，用表白微
博、抢红包、抽手机等活动，回馈广大读
者。5 月 25 日，为“河粉”们开了一个线上
“心愿福利趴”，每天有一条微博，这条微
博可以表白、示爱、晒照片、寻人等，只要

线打好主动仗，以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
契机宣传河南开放形象，充分展示河
南新实践、新作为。进一步深化“走转
改”，以“总编辑走基层”
“记者蹲点”活
动为载体，不断提高讲好河南故事、助
力中原出彩的能力和水平。要对照王
国生书记讲话精神，以问题为导向，拉
单子，建台账，一项一项抓落实。
四是以“三股劲”推动集团各项工
作。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对群众的那
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
那股拼劲，用“三股劲”鼓舞推动集团
各项工作。持之以恒抓好党风廉政建
设，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严
格监督执纪问责。同时要坚持新时期
好干部标准，在集团转型攻坚中，激励
干部职工敢于挑起重担、克难制胜、奋
勇争先。
集团办公室

集团党委部署驻村扶贫工作
本报讯 5 月 14 日，集团召开
驻村扶贫工作推进会，听取扶贫工
作进展情况，安排部署下阶段脱贫
攻坚工作。董林总编辑主持会
议。张光辉、朱永飞、肖建中、高金
光、石晓林、王自合、孙书一、韩嘉
俊、孟磊出席会议。
董林在听取扶贫工作汇报后
说，前一个时期，各有关部门通力
配合，第一书记扎实履职，赢来实
实在在的脱贫成果，集团在全省扶
贫工作表彰会上被评为“全省扶贫
工作先进单位”。脱贫攻坚是中央
明确的三大攻坚战之一，集团将严
格按照中央要求，把实现贫困户脱
贫作为首要任务。
董林表示，下一步继续做好扶

贫工作，一是集团党委要高度重
视。当前驻村帮扶工作已是攻坚拔
寨的关键时期，集团党委全力支持
脱贫攻坚工作，驻村第一书记和各
相关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感，高标准完成好扶
贫攻坚任务。二是相关部门要夯实
责任，明确任务。各相关部门和单
位要按照分工夯实责任，不断巩固
已有的脱贫成果,做到推进脱贫攻
坚势头不减、力度不减，防止出现
返贫现象发生。三是要有具体工作
方案。驻村第一书记要结合当前工
作实际认真制订方案，科学安排时
间节点并严格执行落实，做到时间
倒逼、任务分解、责任到人、措施到
位。
人力资源部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话精神

集团举办审计监督
与企业规范发展专题讲座

有愿望，@大河报就尽力帮粉丝实现。
融媒转型时期，敢拼敢干敢创新
的“第一”。目前，大河报这块金字招
牌品牌价值已达 94.76 亿元，连续 14
年入选“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是
河南历年来唯一上榜媒体。
23 岁的大河报已不仅仅是一张
报纸，
“一报两微三端”的融媒矩阵共
同组成“大河家族”。一报即大河报，
两微即大河报官方微博、大河报官方
微信公众号，三端即大河客户端、豫
直播、大河财立方。各成员在各自的
领域均成绩斐然。全方位发力，是大
河报在融媒体转型时代的必然之举。
大河报的成功转型，是集团融媒
转型的范本，也是推进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深度融合、媒体与多元产业跨
界融合取得的成果之一。
段伟朵

本报讯 为保障党的纪律和
国家政策及规章制度在集团发展
过程中的规范运行，充分发挥审计
在执行过程中的作用，5 月 24 日，
省纪委驻报业集团纪检组和集团
审计部组织举办审计监督与企业
规范发展专题讲座。
张光辉总经理主持会议并讲
话，朱永飞、高金光、石晓林、王自
合、孙书一、韩嘉俊听取讲座。
讲座中，省审计厅企业审计处
陈毓哲着重介绍了企业投资经营
活动中需要注重防范的 7 个方面
的问题，列举了近年来企业审计的
典型违规案例，梳理了违规事项和
风险多发环节及产生原因。
省纪委驻报业集团纪检组组
长朱永飞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精神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学习传
达。朱永飞指出，为更充分发挥纪
审监督“哼哈二将”的作用，要建立
完善三种机制：建立纪审联动会商
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建立纪审联
动机制，联合专项检查、督查，实现
资源共享最大化、监督效能最大
化；建立专项机制，对重点对象、重
点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及
“三重一大”、
“四资一项目”中易发

多发的问题，加大纪审专项监督力
度。
张光辉在讲话中指出，集团要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23 日主持召开中央审计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时的讲话精神。以
这次讲座为契机，进一步抓好风险
防控和内部审计，严格按照国家财
经纪律和规章制度依法理财，主动
接受内部监督、社会监督。永飞同
志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审计的重要
性，作为监督的“哼哈二将”，审计
要结合省纪委驻集团纪检组的工
作，以从严治企、高度负责的精神，
严格依法审计，以发现问题和揭示
风险为导向，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和重要风险隐患揭示上，切实发挥
内部审计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当
前集团转型攻坚的困难时期，对发
生类似此次讲座中案例的严重问
题，集团党委将采取零容忍态度，
不纵容、不隐瞒、不包庇，配合有关
部门一查到底，严格处理。
集团采编、经营、综合管理、财
务等部门负责人，省社科院各部门
负责人，集团和省社科院专职和兼
职纪检监察员、通讯员 200 余人参
加了专题讲座。
刘森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