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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2日，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主
任任正晓对《河南日报(农村
版)》当日一版头题刊发的长
篇通讯《党性，如磐石之坚韧
——追记唐河县委常委、县纪
委书记、县监察委主任李勇》
作出批示：

请省纪委宣传部在委外
网上全文转载，机关党委组织
各支部学习。

又讯 8 月 9 日，《河南日
报》一版刊发通讯《洛阳市践
行新发展理念，“跳出河南看
洛 阳 ”，着 力 打 好“ 四 张
牌”——高质量发展画卷渐次
开》，报道引起强烈反响。8月
10日，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
记李亚作出批示：

向河南日报社董林总编
辑、驻站记者表示感谢。此报
道站位高、选题准、切点好，有
利于引导洛阳广大干部群众
深刻理解把握省委全会精神，
推进洛阳高质量发展。

又讯 8月 24日，省政府
副秘书长冯先志在一份工作
汇报中说：“8月 22日、23日、
24日，河南日报、大河报连续
跟踪报道我省‘一网通办’前
提下‘最多跑一次’便民服务
工作，现呈上。”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黄强批示：

很好！继续努力。
邸文

本报讯 8月 21日，按照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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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署要求，根据集团巡视整改方案，
集团党委召开巡视整改理论学习
专题民主生活会。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编辑董林主持会议并作总结
发言。

张光辉、高金光、石晓林、王自
合、孙德中、孙书一、韩嘉俊、孟磊
参加专题民主生活会。

召开这次理论学习专题民主
生活会，是集团巡视整改的一项重
要内容和重要事项。会前，集团党
委进行了充分准备，专门召开集团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多次召
开巡视整改专项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工
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关于巡视整改工作部署要
求。把理论学习整改作为集中整
改阶段立行立改重要事项，完善集
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018年学
习计划，加紧完善改进中心组学习
规则。

董林在代表集团党委领导班
子作对照检查时说，中央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巡视检查反馈意见指

出集团学习不深入不扎实的问题，
刺破泡沫，直击要害，为我们看清
楚集团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正确评
价集团学习成效，敲响了警钟，擦
亮了双眼。集团在学习上存在一
定的形式主义，一些学习活动存在
表面化、零散化、程式化倾向；有的
同志对知识体系的缺陷浑然不知，
学习存在“灯下黑”现象；学习压力
传导不到位，存在“上热中温下凉”
现象；没有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学习存在“雨过地皮湿”和浮漂的现
象；问责不力、考核不严，学习缺乏
有效监督，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学
习针对性不够强，有时只是从理论
到理论，没有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他还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学习制度、
学习方法、学习自觉性和“钻”劲等
方面，剖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
了下一步整改方向和措施。

随后，董林作出自我批评，班
子其他成员逐一作了深入的对照
检查，相互之间开展了坦诚交流与
沟通，进一步找准理论学习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明确加强和改进理论
学习的努力方向。

专题民主生活会结束时，董林
作了总结发言。他表示，集团理论

学习质量要高起来，首先要让集团
党委领导班子理论学习质量高起
来。各位班子成员要以上率下、作
出示范，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抓好
集团系列学习培训、以考促学工作
的组织实施，为打造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政治集团共同努力。一是
努力在提高政治站位上作表率，站
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践行

“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做
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始终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
努力在弘扬优良学风上作表率，弘
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传承报业集团
在学习上的好经验、好传统，旗帜鲜
明地反对学习上的形式主义。三
是努力在提升个人修养上作表率，
以学习养正气、增才气、葆锐气。
四是努力在坚持学以致用上作表
率，坚持知行合一，强化成果转化，
促进新闻宣传、媒体融合、产业经
营、党建工作不断实现新突破，推
动集团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为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
作出更大贡献。 李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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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落实集团党委巡视
整改工作方案，进一步夯实集团党
建工作基础，8月21日，集团党支部
（总支）书记培训班正式开班。董林
总编辑作开班动员讲话。石晓林副
社长主持。省委省直工委宣传部长
翟道武作“学习新思想，党建高质
量”专题讲座。集团领导高金光、王
自合，省文投公司总经理孙书一和
来自报业集团、省文投公司、大河网
络传媒集团所属7个党总支和90多
个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参加培训。

董林总编辑指出，要通过对集
团党支部（总支）书记的系统培训，
全面提高党支部（总支）书记抓党
建的能力和水平，夯实集团党建工
作基础，提高党建工作质量，以高
质量党建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

董林要求，各党支部（总支）书
记要把“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
个维护”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
作中，明确责任、传导压力；要把握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树立抓好
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解决好党
建“两张皮”问题，夯实党建工作的
基础；要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党建工作
规范化，提高党建工作质量。

董林表示，要在集团形成浓厚
的“抓党建光荣 干党建荣耀”的氛
围。各党支部（总支）书记要从态
度上重视，从行动上落实，在兼顾
工作的同时，坚持由始至终按时参
加培训，将培训中的收获带到各级
党组织、全体党员中去，以此为契
机夯实基础、提升质量，不断开创

集团党建工作新局面。
翟道武为参加培训班的同志详

细解读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并就党支
部的组成、职责、分工等具体问题，从

“四个维度”为大家讲授了如何打好
机关党建、国企党建工作“四张牌”。

石晓林就如何贯彻落实此次
培训班精神，如何进一步加强党支
部建设，要求各党支部（总支）书记
切实提升主责、主业、主角意识，切
实带好头，学在先、领在前，切实打
牢根基，抓好基层、打好基础。

按计划，本次集团党支部（总
支）书记集中培训将组织五次，每
次半天。培训结束后，集团直属单
位党委将对党支部（总支）书记进
行考试，考试成绩将纳入考核体
系。 周恩成 张渝

董林作动员讲话，指出要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

集团党支部（总支）书记培训班开班

张光辉在海南新媒体绿都公司调研时强调

本报讯 8月 22日，集团总经
理张光辉和大河网络传媒集团公
司总经理韩嘉俊一行到海南新媒
体绿都公司进行现场调研，对新媒
体绿都项目已交房和即将交房的
楼栋、门面房、车库进行了考察，对
挡土墙、会所装修等新增投资项目
进行了现场查看。

张光辉总经理对海南公司近
半年来在加强管理方面取得的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工程建设、
营销、成本控制、二期开发等方面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要确保
工程质量，在项目开始陆续交房
的情况下，要注意室内外、小区内
部配套工程各个方面的细节问

题，确保达到质量控制要求和业
主的期望；二要确保工程进度，优
化施工流程，优化各项工作安排，
确保按时间点完成工程进度；三
要做好剩余房源等的销售工作，1
号楼、商铺、车库的销售要加快进
行，详细调研市场情况，精准制订
营销方案，尽快尽早回收款项；四
要做好成本控制，在各项不利条
件下要努力降低成本，节约支出，
确保效益；五要做好一期项目收
尾阶段项目检查、优化、弥补工
作，此阶段一定要优化方案设计，
注重实际效果，尤其是各项功能
设施，都要逐项进行排查，做到无
缺陷、无败笔，要对集团负责，对

长远负责，对用户负责，切实抓好
这项工作并作专题汇报；六要做
好二期开发的工作，要踏准节点，
摸清、管细、用活各种资源，准确、
科学把握各种商机，为集团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韩嘉俊要求，要加快 1号楼、
商铺、车库的销售工作，积极推动
销售回款；挡土墙、石方爆破等增
项要严格把关，要手续齐备、程序
圆满；要加强质量管理、成本管理，
公司各部门要认真履行好自己的
职责；要求监理公司、造价公司要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
定尽职尽责开展工作。

海南新媒体绿都公司

确保质量 降低成本 优化效果 不留遗憾

本报讯 根据省
委部署和集团巡视整
改方案，8 月 30 日晚
上，河南日报总编室党
支部利用下班后时间，
召开理论学习专题民
主生活会。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编辑董林参
会，与总编室支部党员
干部开了一场辣味十
足、剖析深刻的专题民
主生活会。

会上，总编室支部
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
针对理论学习方面的
不足进行深刻剖析，认
为目前仍然存在着学
习主动性和自觉性不
够，深度和系统性不
足，理解得不够深刻，
理论和实践联系不紧
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
深化思想认识，全力以
赴抓好整改。

董林总编辑对总
编室支部在学习制度
有待完善、创新能力不
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并

针对自身学习情况，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
思。随后，董林与总编室支部全体党员干
部一起认真座谈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8·
21讲话”，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作为未来一个时期做好新闻宣传工
作的指南，坚持正本清源，坚持守正出新，
提升主流媒体“四力”，让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更强大。

整个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在深入学
习的基础上，大家对照中央巡视检查反馈
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从主观找原因，
从自身查不足，向总书记在兰考召开的民
主生活会看齐，相互批评开诚布公，突出
问题导向；自我批评触及思想灵魂，谈得
透彻。支部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认请了自
身的问题，看到了解决的路径，接受了一
次精神上的洗礼。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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