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按照集团党委安排，9月11日下
午，河南日报时政要闻党支部召开巡视整改
专题组织生活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
辑董林列席会议，提出要求。他指出，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省
委对时政报道的要求，以开好组织生活会
为契机，加强学习、提升站位，强化使命
担当，提高能力素质，做到党建、业务两
手抓两促进，以高质量党建进一步推动时政
报道水平提升。

董林指出，时政要闻部承担着服务省
委、省政府、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和省
委常委以及全省重大活动报道的重任，地
位特殊、作用特殊、价值特殊，使命光
荣、责任重大。要按照省委书记王国生提
出的“短、实、新、快、妥”时政报道指
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关
于时政记者“学习要更多，标准要更高、
纪律要更严、作风要更硬、形象要更好、
协同要更有力”的要求，发扬拼搏奉献、
能打硬仗的好传统好作风，进一步强化责
任担当，高质量做好时政新闻报道，不断
提升河南日报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

董林指出，时政部党支部班子特别是
支部书记要履行好“一岗双责”，抓好支部
党建工作，在增强党员意识、提升党性修
养上下功夫，着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政
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要处理好抓党建
和抓业务的关系，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
党建促业务，实现党建和业务高度融合、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拿起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武器，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做
帮助提升自我的重要契机，让“照镜子、
正衣冠”成为一种常态，让支部党员同志
在积极健康组织生活中锤炼党性、提升素
质、增强本领。要强化学习，适应新形
势、新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打
造学习型党支部，把学习教育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以高质量党建争做出彩时政
人，不断开创河南日报时政报道新局面，
为河南日报办精品党报贡献力量。

冯芸

本报讯 9月6日，集团召开经营单位
加强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廉政提醒、整治

“帮圈文化”座谈会，全面部署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集团经营工作高质量。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光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总经理韩嘉俊主持会
议。

张光辉在讲话中指出，要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牢牢掌
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聚焦中央巡视反
馈意见中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
题，紧盯明目张胆、顶风违纪行为和“四风”
隐形变异、改头换面新动向，认真查摆存在
的问题，深刻剖析根源，即整即改，努力做
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张光辉强调，对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
和提出的要求，个别经营单位还存在“四
个意识”不够扎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纠正“四风”不够有力，纪律观
念、规矩意识不够强，履行“一岗双
责”不够到位等问题，整改要做到不回
避、不推脱、不遮掩，真改实改，确保
整改落实落地。一要全面持续提高党的
建设质量。坚持推动发展是第一要务、
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把以高质量党建
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要把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抵制“帮圈
文化”。一刻不停歇地纠正“四风”，大力
整治变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
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坚决守住廉

洁自律红线。要以支部换届为契机，履行
好党支部主体责任，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
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支部书记要履行
好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抓、带头做、负总
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履行好
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二要压紧夯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把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贯穿于经营工作的方方面面，处
处体现党报集团的政治属性，推动经济发
展与意识形态工作相辅相成，形成更强大
的发展合力。坚决打通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落实“最后一公里”，明确“一把手”是
第一责任人，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
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民主
生活会，纳入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目标
考核体系，与日常业务同部署、同落实、同
检查、同考核。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加
强经营场所、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舆情监
测，认真排查风险点、薄弱点，制定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三要切实增强担
当创新意识。要把高质量党建作为集团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推动力，以“等不
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
住”的责任感，时刻把干事创业放在心中，
抓在手上，落到实处，敢于打破常规，勇于
改革创新。

会上，韩嘉俊传达了集团关于党员领
导干部开展廉政提醒谈话的通知精神，集
团公司副总经理、集团直属单位党委有关
负责同志分别传达了巡视整改相关文件精
神。有关经营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会
议。 张洁溪

本报讯 9月 8日至 9日，
2018第三届中国（郑州）国际期
货论坛在郑州成功举行。来自
境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交易所、
期货公司、金融单位、科研院校
等单位领导、业界精英逾千人
汇聚一堂，围绕“交易所国际
化”主题，分享经验，畅谈路径，
为参会者奉献了一场推动期货
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思想盛宴。

论坛由郑州市政府、郑州
商 品 交 易 所 、芝 商 所（CME
Group）联合主办，省政府金融
办、河南证监局、大河网络传媒
集团协办，郑东新区管委会、期
货日报社、郑州市政府金融办
共同承办。中国证监会党委委
员、副主席方星海出席论坛并
讲话，副省长戴柏华致辞。

中央财办三局局长赵建，
证监会期货监管部主任罗红
生，中期协会长王明伟，河南证
监局局长王广幼，郑州市委常
委、郑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王鹏，郑州市副市长万
正峰，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左
守亭，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张光辉出席论坛。

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
教授罗伯特·巴罗，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孟春，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首席
运营官迈克尔·吉尔先后在论
坛上作主题演讲。

方星海说：“论坛已经办了

三届，我参加了三届，一届比一
届办得好，每年都有新特点，在
国内外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
力。”他以“加快期货市场对外
开放”为主题，深入分析了当前
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期货
市场改革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强调要坚持“引进来、走出去”
兼顾，有序推进中国期货市场
对外开放，提高我国期货市场
的竞争力。

戴柏华在致辞中表示，近
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金融业发展，出台一系列政
策措施，着力推进金融改革发
展稳定，郑州正日益成为中原
乃至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随
着郑商所期货品种不断丰富、
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稳步推进，“郑州价格”的国际
影响力日益提升。

经过三年精心打造，中国
（郑州）国际期货论坛的规模、
质量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参会
人员中的证券、私募和现货领
域人士越来越多，参会嘉宾专
业度越来越高，境外嘉宾数量
逐年增加，并且从金融领域逐
步扩展到产业、投资等领域。
本届论坛包括新华社、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经济日报、农民日
报等中央媒体在内的 50 余家
新闻媒体报道了本届论坛盛
况。 崔利华

把旗帜鲜明讲政治
贯穿到整改全过程

（上接01版）
董林在总结讲话时指出，巡视整改是

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一场严峻的政
治大考。任务落得实不实，成绩考得好不
好，关键要看是否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
到整改全过程、各方面。集团党委班子在
讲政治上越坚定，集团广大干部员工就越
有“主心骨”，基层党组织就越有战斗力，践
行“四个意识”、落实“两个维护”才能在巡
视整改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得到更好的体
现。

董林表示，党委班子成员要带头讲政
治、带头促整改，在六个方面树标杆、作表
率。一是做认真学习的好榜样。要把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
略任务，出差路上、会议间隙、临睡之前，把
一切可以挤出来的时间都挤出来，把习近
平总书记已经发表的著作、讲话原原本本
反复通读，往深处学，往实处做，以理论上
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自
觉。二是做对党忠诚的老实人。要更加自
觉地把对党忠诚体现在新闻宣传的每一个
字句、每一个版面上，体现在传播“四力”的
提升效果上，体现在舆论阵地的巩固壮大
上，体现在每一个项目和工程上。要更加
自觉地把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精神作为检验“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的政
治标尺，让各项工作始终紧跟总书记步伐，
紧扣党中央节拍。要更加深刻地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整改不落实，就是对党不忠诚”
重要指示，真认账、真反思、真整改，把整改
工作往实里做、往细处干，以整改的实际行
动和扎实成效诠释对党的忠诚。三是做政

治生态的护林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殷殷嘱
托，进一步树立“护林”理念，定期查、定期
看、强督导，及时对重点环节、关键部位进
行“巡诊”，正“歪树”、治“病树”，筑牢拒腐
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四是做刀刃
向内的革命者。要经常拿起批评与自我批
评这个强有力的武器，对思想灰尘进行不
留死角的“大扫除”，让“咬耳扯袖”成为常
态，让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能力成为习惯。五是做推动改革的实
干家。要把巡视整改作为集团全面深化改
革、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剑指问
题、倒逼改革，身体力行推动整改落地见
效。要把深化改革、担责担难的压力传导
下去，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
向，在集团上下营造支持改革、褒奖改革、
推进改革、务实重干的浓厚氛围。六是做
勤勉奉献的螺丝钉。要发扬“螺丝钉”精
神，焕发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昂扬斗志，在难
事要事面前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拧”得
牢、“拧”得稳、“拧”得实，以每一环、每一项
工作的井井有条、高效运转，推动集团整体
事业高质量发展。

陈红梅对集团专题民主生活会质量表
示充分肯定，并就下一步落实民主生活会
成果，对集团党委领导班子提出了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理论武装、严格遵章守纪，以
及带头增强政治能力、履职能力、拒腐能力
的要求。

集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集团贯彻落
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李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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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高质量党建
全面落实到经营工作中
集团召开经营单位加强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廉政

提醒、整治“帮圈文化”座谈会 张光辉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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