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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3 日，集团地方管
理部党总支成立
大会在报业大厦
举行。河南日报
及 大 河 网 、大 河
报、农村版、法制
报、手机报等系列
媒体驻各省辖市
记者站的全体党
员 参 加 了 会 议 。
会议按照党章规
定的选举程序和
要求，采取无记名
投票和差额选举
办法，选出 7名支
委成员；按照等额
选举办法，选出了
党总支书记和副
书记。

集团党委副
书 记 、总 编 辑 董
林 ，集 团 党 委 委
员、副总编辑肖建
中出席大会，对党
总支的成立表示
祝贺，并就如何进
一步加强党建工
作，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记者站
发展高质量提出
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

此次在具备条件的驻地记者站
成立党支部，将地方管理部党支部升
格为党总支部，是集团党委贯彻省委
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集团发展高
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集团党委研
究决定，对地方记者站党组织建设进
行提速，创造性地提出“把党支部建
在站上”的基层党建工作要求，并把
这项工作作为下一步全面推进集团
驻地机构资源整合、转型发展的基础
工程。

目前，地方管理部党总支下设14
个党支部，覆盖集团系列媒体驻地方
党员74人。其中，具备设立党支部条
件的郑州分社、洛阳记者站等13个记
者站成立党支部，地方管理部办公室
和不具备成立党支部条件的开封、漯
河、周口、济源、三门峡等 5个记者站
成立联合党支部。 王屹立

本报讯 9月 7日上午，根据
集团开展党支部书记系列培训工
作的总体安排，集团党支部（总
支）书记培训班第二期开讲。集
团党委委员、副社长石晓林主持
并讲话。河南省直党校副校长、
教授袁建伟作《党支部工作实务》
专题讲座。来自集团各支部（总
支）的书记、支部委员、党建联络
员及党务工作者共 200余人参加
了学习培训。

与首次培训不同，此次培训
除了扩大培训人员范围，更注重
加强党建知识的基础性与实操性
内容，对各党支部 （总支） 书记
在基层党支部基本工作职责、内
容、方法及如何做好基层党支部
书记、支部委员，“三会一课”、
民主生活会的组织召开、党员发
展培养、党组织关系转入、党费
收交等方面进行详实讲解，从革
命战争中生动案例到现实新形势
下从严治党的要求，专题讲座既
有理论概括，又有实操案例。大
家听得专注、记得仔细，收获很
大。 张渝

本报讯 近日，中原公益慈善系
列活动评选揭晓。活动颁奖仪式 8
月24日在报业大厦一楼融媒体中心
举行。
本次中原公益慈善系列活动由省委
省直工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工
商联、省慈善总会共同主办，河南日
报农村版、中原三农网承办。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光辉，省委省直
工委副书记范晓音，省慈善总会常务

副会长郭俊民，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专职副会长王建民，省工商联副
主席赵纯武，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总编
辑孟磊等出席了颁奖仪式。
据了解，本次活动于 2017 年 8 月启
动，通过层层筛选和组织推荐，经群
众投票和专家评审，共评选出 10名
公益慈善个人、10个公益慈善组织
和10个公益慈善医院。

张光辉总经理在致辞中指出，打

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慈善的力量不容
忽视。我们倡导全民慈善，让更多的
善念转化为善行，用慈善力量补充社
会保障体系，促进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让中原更加出彩。

颁奖仪式上，公益慈善组织和爱
心人士为我省 10 所小学捐赠了图
书。 杨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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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第34个教师节当天，
大河报“爱的交响”助学活动走进“全
国最美教师”李芳生前任教学校，为
师生们送来价值 21.2万元的教学物
资。大河报“爱的交响”第十三次奏
响，温暖着大山深处孩子们的心灵。

2018年6月11日，一位平凡女教
师不平凡的举动让所有人扼腕流
泪。危险来临，她挺身而出，用自己
的血肉之躯为学生筑起一道安全屏
障，用生命诠释出不朽的师魂。她就
是李芳老师。

李芳老师走了，她放心不下的学
生怎么样了？教师节前夕，大河报

“爱的交响”助学活动，选择了李芳生

前执教的学校：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
镇绿之风希望小学。大河报和爱心
企业的人员提前来到小学考察，回到
郑州便着手准备学校急缺的物资。

得知有“客人”要来，孩子们换上
校服，戴上小黄帽，还把校园和教室
的角角落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琅琅
的读书声伴随着清风飘荡在小镇上。

“爱的交响”为孩子们送上了温
暖与欣喜，“听说有新电脑和 IPAD，
还有足球，我们学校是不是也和城里
的学校一样啦？特别期待下一次的
体育课！”六（2）班学生刘诗琦说。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大
河报社社长王自合动情地说：“芳华
伤逝，但芳香永存！时值教师节，我
们是怀着崇高的敬意来的，想用支教
助学的实际行动，表达对李芳老师的
无限缅怀和敬仰之情。同时，通过爱
心助学行动，带动社会各界更多地关
心留守儿童、关爱乡村学子、关注乡
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2009年，大河报发起“爱的交响”
助学活动，联合爱心企业在每年教师
节前后，面向困难学校开展公益资助
活动，13次活动累计捐赠财物价值
240余万元。

本报讯 9 月 10 日，2018 第十
四届秋季大河国际车展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圆满落幕。4天展出时间，
近70个品牌、上千款车型、众多精彩
活动，吸引了全省近 30万消费者到
场看车、订车，现场订车超过 1.7万
辆。

大河国际车展创办于 2005年，
每年春、秋两季。经过 14年 28届培
育，大河国际车展已成为中原地区
影响力最大的车展，在全国的区域
车展里排名前三，已经成为汽车厂
商最为看重的区域汽车展销平台。

本次车展设8个室内展厅，加上
室外展区，展场面积近 8万平方米。
其间还举行了 10多场发布会，几十
款新车首次亮相。150台搭载新技
术的新能源车型参展。

新元素的加入使车展外延更
广，更像一个车迷的节日。车展上，
有传统的 24万元购车抽奖活动，其
中 8万元为教师专设。车展还举办
了大河潮童全省总决赛、大河小记
者看车展、大河义诊、城市坐标定向
赛、网红墙朋友圈积赞赛等系列活
动。 赵丰玉

据河南日报9月6日讯 9月
5日，第十一届中国传媒经营大会
暨 2017~2018年度中国传媒经营
价值百强榜发布会在辽宁省丹东
市举行。全国省级日报十强中，
河南日报排名第四。上一届河南
日报排名第五，这已是河南日报
连续两届实现位次提升。

近年来，在集团党委、编委会
坚强领导下，集团坚持党报引领、
移动优先、视频优先，加快推进媒
体融合发展，党媒传播优势加速
向互联网拓展，从“相加”迈向“相
融”，融合之路行稳致远。河南日
报客户端下载量已经突破 1700

万，党报党端，融合发展。今年 5
月 8日，全省首个AR广告惊艳亮
相，54万份河南日报“秒变”54万
面屏幕，这是对媒体融合的一次
全新探索，也为报纸的传播、呈现
方式提供了新思路。

近两年来，在广告经营上，面
对传统媒体遇到的困境，河南日
报大胆改革，一方面通过品牌推
广延伸等方式开拓新的发展空
间，另一方面深耕地方，充分发挥
省级党报在省辖市的政治和品牌
影响力，挖掘传统广告潜力，广告
经营出现高速增长的可喜局面。
尤其是 2017年，面对传统报业困

难重重的广告经营形势，河南日
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拼
搏，奋发有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广告逆势上行，达
到 1.57亿元，同比增长 20.5%，广
告总量和增长幅度再创新高，成
为全国省级党报的“领跑者”。

本次大会由中国广告协会报
刊分会主办。会上还发布了全国
报刊业新媒体三十强客户端类榜
单以及全国都市报二十强榜单，
其中，河南日报客户端在全国报
刊业新媒体三十强客户端类榜单
中排名第三，大河报在全国都市
报二十强榜单中位居第七。李杰

本报讯 9月 6日，2018中国
网络媒体论坛在宁波举行。论坛
发布中国新闻网站综合传播力
2018上半年榜，其中，河南日报位
居“稿源单位移动端综合传播力
榜”第十六名，在河南省排名第
一；大河网位居“省级新闻网站综
合传播力榜”第十八名，在河南省

排名第一。
本次论坛主题为“智能互联

时代的媒体变革与发展”，由中央
网信办指导，中华全国新闻工作
者协会、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
会、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人民政
府、浙江省委网信办主办。

2018年上半年传播力榜分为

中央主要新闻网站综合传播力
榜、全国行业新闻网站综合传播
力榜、省级新闻网站综合传播力
榜、稿源单位移动端综合传播力
榜4个榜单，力争科学呈现新闻网
站、单位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传
播实力，为中国网络媒体的发展
提供数据参考。 朱丽文

2017~2018年度中国传媒经营价值百强榜揭晓

全国省级日报十强中河南日报排名第四

中国新闻网站综合传播力榜发布

河南日报大河网位列全国第一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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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公益慈善系列活动颁奖仪式举行

走进“全国最美教师”李芳生前任教学校

大河报为师生奏起“爱的交响”
党支部（总支）书记
培训班第二期开讲

助学外教与孩子们快乐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