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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23日，集团召
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
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交流学习心得，研
究贯彻措施。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编辑董林主持会议。

张光辉、肖建中、高金光、石
晓林、王自合、孙德中、孙书一、
孟磊出席会议。

大家在学习交流时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新
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高度，深刻回答了宣传思想工
作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
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指导新
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纲
领性文献。

大家表示，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越学

越觉得豪情满怀。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创了意识形
态工作崭新局面。习近平总书
记在讲话中指出“宣传思想战
线广大干部是完全值得信赖
的”，是充分肯定，是有力鞭策，
让大家备感鼓舞振奋。

大家表示，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越学
越觉得激情满怀。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让我们心更明、眼更亮，
干劲更足了。作为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者，一定不负习近平总
书记的信赖和嘱托，自觉承担
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
来，让讲话精神在集团落地生
根。尤其要把“聚民心”作为新

闻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点
燃全省人民同心干、扎实干的
奋斗激情，为谱写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新篇章贡献力量。

大家在学习讨论中一致认
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既要学而思，更要起而
行，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在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
行动上，体现在奋力实现集团
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

会议指出要按照学懂弄
通做实要求，在认真组织、
精心策划、全方位做好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宣传
阐释的基础上，把集团本身
的学习贯彻抓实抓好。一是
努力提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中“九个坚持” “一个
中心环节” 等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断，学习“让党的创新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等新要求，创新工作理念，
创新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
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巩固壮
大主流舆论阵地，推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往实
里 走 、 往 深 里 走 、 往 心 里
走。二是努力推进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进一步强化“新
闻＋政务＋服务”工作理念，
加快资源整合，加快项目落
地，为打通宣传思想工作最后
一公里作出党报集团应有贡
献。三是努力提升讲故事的能
力水平。把讲故事作为基本理

念、基本方式，与广大读者用
户建立情感上的联系，唤起思
想上的共鸣，切实增强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聚焦民生，加强策划，进
一步提高河南日报“民生新闻
版”质量，带动提升“精品党
报”整体水平。四是努力增强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进
一步在集团大兴学习之风、大
兴调查研究之风，打造学习型
组织、学习型政治集团。突出
领 导 带 头 ， 拓 展 “ 记 者 蹲
点” “总编辑走基层”活动
的广度深度，带动采编人员扎
根基层一线，多出精品力作。

会议还对集团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培训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

李富春

董林作动员讲话 张光辉主持
本报讯 8月10日，集团召

开贯彻落实中央巡视组反馈
意见整改工作动员会，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
视整改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贯彻王国生书记在全省
贯彻落实中央巡视组反馈意
见整改工作动员会议上的讲
话精神，学习贯彻全省贯彻落
实中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巡视检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动员会、全省组织系统贯彻落
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动员会议精神，对集团巡视
整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
议强调，集团全体干部职工要
进一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践行“两个维护”，提升政
治站位，以立行立改、真改实
改的扎实成效，在做好巡视

“后半篇文章”中走在前列，以
巡视整改高质量推动集团发
展高质量。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董 林 出 席 会 议 并 作 动 员 讲
话。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张光辉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巡视工作是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集团
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
关于巡视整改工作的决策部署
上来。要深刻学习领会、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巡视反馈了整改不落实，就是

对党不忠诚”的重要要求，贯彻
落实王国生书记在全省贯彻落
实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动员会议上的讲话要求，贯
彻赵素萍部长、孔昌生部长讲
话精神，站在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
高度，把做好巡视整改工作作
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
具体实践，作为建设集团高素
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重要抓
手，作为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力，进一步增强抓好
整改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

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
向，细化工作任务，扎实推动巡
视整改任务见底见效、见底清
零。对列入巡视反馈意见台账
的内容，要逐条对照，从严从
实，坚决整改；对虽然没有点集
团的名，但是涉及集团相关工
作的、属于行业共性问题的，我
们也要主动认账，扩大整改面，
列入整改方案和台账。

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学习教育。要
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
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关
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
作为首要任务、长期任务。要
读原著、悟原理，让理论学习

制度真正成为“硬约束”。
扛稳压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认真履行党委主体
责任，集团领导班子成员要履
行好“一岗双责”，层层夯实各
部门、各媒体、各经营单位的
责任。要严格追责、切实问
责，对违反责任制的，坚决动
真碰硬，一查到底，一纠到
底。要以案说法、汲取教训，
开展“回头看”，再次深刻反
思，再次敲响警钟。

强化阵地管理和队伍建
设。强化纪律约束，每一名采
编人员务必深刻认识当前意识
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和严峻
性，时刻保持警惕，严格遵守集
团各项管理规定。增强阵地意
识，把“三审三校”制度落实情
况作为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重
点。警惕潜在风险，坚决落实

“两个所有”要求，决不允许在
党报集团内出现“舆论飞地”和

“两面人”“砸锅党”。
深化媒体融合，壮大主流

舆论。一方面，要增强紧迫
感，把党报引领放在更加突出
位置，坚持移动优先、视频优
先，加快推进传播手段建设和
创新，打造适应新时代的舆论
生态的传播格局；另一方面，
要创新方式手段，以“总编辑
走基层”“记者蹲点”带动集团
编辑记者全员“走转改”，强化
集团融媒体中心指挥调度功

能，把讲好“北京话”“河南话”
“百姓话”有效贯通起来。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
量发展。重点查找省委对集
团巡视时曾指出的、这次中央
巡视又对我省指出的问题，切
实从政治站位、政治生态、政
治担当等方面深查细查。突
出党报集团特点，进一步设
计、优化“好记者讲好故事”等
党建活动。把开展党建述职
评议考核作为加强基层党建
的重要抓手，实现基层党组织
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全覆盖。
以记者站基层党建为切入点，
进一步加大集团外驻单位和
流动党员党建工作探索力度。

严把选人用人关。开展
“带病提拔”等8项专项整改行
动。构建完善制度体系，构建
干部素质培养体系、知事识人
体系、选拔任用体系、从严管
理体系、正向激励体系，激发
人才队伍活力。深化薪酬制
度改革，为人才发挥作用、施
展才华营造良好氛围。

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责
任，层层传导压力，确保按时
保质完成整改任务。要按照
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以
上率下、全员参与，真抓真改、
严查实纠，统筹协调、搞好结
合，以巡视整改的坚决行动和
实际成效，向省委交上一份合
格答卷，以巡视整改高质量全

面推动集团发展高质量。
会上，集团党委委员、省

纪委驻集团纪检组组长朱永
飞宣读集团《关于成立贯彻落
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领导小组的决定》；集团党
委委员、副社长高金光宣读集
团《中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巡视检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方案》的要点，并就集团《党委
（支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实施细则》作了说明；集团党
委委员、副社长石晓林宣读集
团《落实中央第一巡视组及选
人用人专项检查组反馈意见
整改方案》的要点。

肖建中、王自合、孙德中、
孙书一、韩嘉俊、孟磊出席会
议。集团综合管理部门、经营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河南日报
全体采编人员，各系列媒体班
子成员和采编中层干部，集团
巡视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李富春

集团贯彻落实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会强调

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以巡视整改高质量推动集团发展高质量

认真传达学习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集团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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