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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闻

以考促学 学以致用

集团 500 余名党员干部参加理论学习测评
本报讯 9 月 20 日，随着
38 名来自经营单位的党员代
表走出考场，集团党员干部理
论学习测评告一段落。作为
落实中央巡视整改工作一项
重要内容，在两个月时间里，
集团先后分 9 批次对包括全体
处级干部在内的 500 余名党员
干部进行了理论学习测评。
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学
习测评，是集团党委认真对照
中央巡视组提出的反馈意见，
严格落实省委关于中央巡视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部署，
针对集团存在的“学习表面化

程式化，系统深入不够”问题
所采取的具体举措。集团总
编辑董林指出，集团所有党员
干部要通过考试等形式正确
评价学习成效，以考促学、以
学促研、以研促用，真正实现
干部理论学习常态化、巡视整
改成果长效化，确保干部队伍
素质建设出实招、见实效。
为做好测评工作，集团职
能部门通力合作，认真组织策
划，精心组织编撰了《党员干
部应知应会 200 题》
《习近平新
时期宣传思想工作应知应会
15 题》等内容，在集团办公网

紧抓机遇 持续加压 奋勇争先

河南日报召开今年第四季度工作推进会

本 报 讯 10 月 15
日，河南日报召开第四
季度工作推进会，分析
总结前三季度宣传报道
工作及广告经营情况，
对第四季度工作进行安
排和部署。董林总编辑
主持会议并强调，要紧
抓机遇，持续加压，奋勇
争先，按照集团党委的
部署，全面完成 2018 年
各项目标任务，以更加
出彩的行动推动集团事
业高质量发展。肖建
中、高金光出席会议。
董林充分肯定了河
南日报前三季度采编业
务和广告经营工作。他
要求，在宣传报道方面，
第四季度要重点做好三
方面工作。一是紧跟中
央、省委工作，服务中心
大局。持续深入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继续做好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
报道；提前谋划好全省
新闻宣传思想工作会等
重要会议报道。二是把
握重大机遇，加强策划
引领。做好改革开放
“大文章”的宣传报道，
让报道成为新的“高峰
之作”
“ 点睛之作”。三
是深入基层调研，推出精品力作。持续
深入推动“走转改”常态化，保持典型报
道和调查研究报道的强势，加强“出彩
河南人”的报道。
董林指出，要从六个方面加强广告
经营及发行工作：一要高度重视，逆势
加压完成广告任务；二要主动作为，推
动工作见实效；三要抓住机遇，利用重
大活动及策划再创佳绩；四要扩宽空
间，寻找新的增长点；五要机制保障，确
保广告应发尽发；六要巩固阵地，力争
实现发行稳中有升。
董林指出，要提高政治认识，夯实
党建责任。各支部书记要把党建责任
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履行好第一责任
人职责，亲自抓、带头做、负总责，以高
质量党建促进集团事业高质量发展。
董林还在会上分享了学习省委书
记王国生对新闻宣传工作指示要求的
心得体会。
会上，肖建中副总编对河南日报前
三季度广告经营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分
析。高金光副社长就今年以来巡视整
改工作作了发言。会议还传达了省纪
委对于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的通报。
河南日报各部门、集团各记者站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马雯

醒目悬挂，供大家学习参考。 多党员干部表示，以前学习往
在考试内容方面，认真结合集
往是“一转眼就忘了”，现在通
团实际有针对性地出题，以达
过考试传导学习压力，又找回
到精准测试。在考务组织方
了做学生时的感觉，很多知识
面，科学组织，从严管理。每
点“记准了、记牢了”。
场考试均做到提前通知，按人
学以致用效果更佳。河
设置考号，确保现场签到、考
南日报刊发的《满山开遍哟，
位入座等环节一一对应。为
映山红》报道中，作者之一信
严肃考试纪律，参考人员入场
阳记者站站长胡巨成在改稿
时需上交手机与复习资料，统
时敏锐地发现，党员佩戴的应
一由监考人员保管。同时，集
该是“党员徽章”而不应该是
团领导进行巡考，纪检人员全 “党徽”，从而避免了一起常识
程监考，确保测评公开、公平、 性错误。
“三大攻坚战、七大国
公正，
顺利进行。
家 战 略 ，这 都 是 有 特 指 意 义
以考促学成效明显。很
的 ，不 是 什 么 都 能 说 成 攻 坚

战、上升为国家战略。幸亏通
过学习才把住了关，不然该犯
政治错误了。”河南日报广告
部负责人说，
“ 现在想想还心
有余悸。”
根据集团党委安排，集团
还将采取多种举措，进一步完
善测评体系，以实现对党员干
部理论学习测评的全覆盖。
据了解，目前已有大河全媒体
广告集团公司、河南日报广告
部 等 多 家 单 位 ，参 照 集 团 模
式，对本单位全体党员干部开
展理论学习测评。
肖遥

坚定信心 真抓实干 确保完成全年预算目标任务
张光辉主持召开集团总经理办公会议
本报讯 10 月 16 日，集团召开
集团资产利用率高低，各项目单位
总经理办公会议，传达学习省长陈
要强化责任担当，理清思路，统筹规
润儿 10 月 8 日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
划，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尽快
的讲话精神，研究集团年度经营预
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千方
算目标调整，总结集团今年以来的
百计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经营情况，分析当前经营形势，安排
张光辉全面总结了今年以来集
部署第四季度集团经营工作，并对
团经营工作。他强调，今年以来，集
集团重点项目建设进行再督导、再
团经济运行承受住复杂严峻经济形
部署。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
势的压力，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发展
光辉主持会议并讲话，文投公司总
态势，呈现“两稳两优”的特点，即报
经理孙书一，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总
纸 主 业 发 展“ 稳 ”，转 型 升 级 不 断
经理韩嘉俊、总编辑孟磊出席会议。 “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稳”，经营效
会上，大河锦悦城、大河文化广
益持续向“优”。
场、修武酒店及住宅项目、大河东都
张光辉在部署第四季度重点工
二期、中牟项目、今日消费幼儿园等
作时指出，要在“进”上铆足干劲，继
项目负责人汇报了项目进展情况， 续抓牢重点行业和领域，保证年底
分析了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明
出成效。要稳住报纸主业，确保报
确了下一步工作重点和项目节点。 业收入稳中有升；推动实现系列报
张光辉在听取汇报后指出，房地产
刊运行平稳，对亏损单位实行一报
是重资产板块，占有集团大量资金、 一策，尽快扭亏为盈；要按时间节点
资产，事关集团经济运行平稳，事关
统筹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海南项目

要加快 1 号楼、商铺、车库销售，积
极谋划好二期前期工作；要加快“三
供一业”剥离改造，加快置换房产的
办证、处置和变现等；大河系列酒店
要加快装修，尽早对外营业；房地
产、投融资等要着力提高资产利用
效率。要在“拼”上加足马力，发扬
担当精神、进取精神，积极想办法，
努力找出路，全力以赴打好第四季
度攻坚战，在实干中实现高质量发
展，确保完成年度预算目标任务。
要在“谋”上做足文章，统筹好第四
季度和明年工作，保持集团经营大
盘平稳健康运行。各经营单位要在
完成 2018 年预算目标任务的基础
上，及早谋划、精心安排部署明年各
项工作，切实做到今年工作画句号，
跨年工作不停顿，明年工作早谋划。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集团有关
职能部门和重点项目负责人参加会
议。
张洁溪

大河全媒体广告集团摘得
“中国广告长城奖金奖”等两项大奖
本报讯 9 月 29 日，2018 中国
广告业大奖——长城奖颁奖典礼在
哈尔滨举行。集团旗下河南大河全
媒体广告集团公司凭借创意策划能
力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卓越表现，斩
获中国广告行业唯一国家级奖项
“2018 中国广告长城奖——平面类
金奖”和“中国公益广告黄河奖——

优秀奖”两大奖项。
作为国家级专业奖项，由中国
广告协会主办的中国广告长城奖自
1982 年以来已举办 25 届，成为中国
广告行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奖
项，素有中国广告界“奥斯卡”之称，
每年吸引来自阳狮、电通、蓝色光标
等国内众多顶级机构的优秀案例。

本届长城奖评选中，由大河全
媒体广告集团打造的《雅芳止汗走
珠体香液》，以优秀的创意、创造性
的 设 计 ，在 4778 件 作 品 中 脱 颖 而
出。大河全媒体广告集团继两次获
得长城奖铜奖和 IAI 国际广告奖金
奖、银奖后，又一次证明其领跑行业
发展的强大实力。 大河全媒体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喜迎 15 岁生日
本报讯 十五载砥砺开拓，薪
火相传；十五载峥嵘共进，弦歌不
辍。9 月 28 日晚，河南大学民生学
院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主题
的“贺国庆 庆院庆 迎新生”大型文
艺晚会在民生广场举行。
省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
任、河大民生学院董事长赵铁军，河
南大学校长、河大民生学院副董事
长宋纯鹏，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张光辉，开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
载飞以及社会各界嘉宾出席晚会。
夜幕降临，灯火璀璨，晚会在热
情洋溢的啦啦操表演中拉开序幕，
彩旗飘飘随风舞，学子昂扬展雄威。
舞蹈《觉醒》将现代美和古典美

完美融合，
画面优雅柔和。
独诵《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和
独唱《我爱你，中国》向祖国母亲六
十九岁华诞献礼，表达每个民生人
心底对祖国深深的热爱。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中国！”由学院合唱团带来的《保卫
黄河》大合唱，以铿锵有力的节奏深
深地震撼了在场每一位观众，仿佛
将我们带回了那个英雄铁血的年
代。
青 春 昂 扬 的 健 美 操《Coming
Home》将晚会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台下欢呼声高涨。音乐剧《我是理
想》采用合唱、舞蹈、表演等艺术形
式，幽默生动地呈现了民生学子承

担复兴大任、做时代新人的理想与
追求。
晚会在学院合唱团带来的《不
忘初心》中完美落下帷幕。
十五年历史，是信念和智慧谱
写的华章；十五年历程，是热情和汗
水铸就的成长。回顾十五年发展历
程，河大民生学院从办学时仅有五
个本科专业，一步步成长为以本科
教育为主体、应用型学科门类齐全、
专业结构合理、综合实力较强、办学
特色鲜明的应用教学型独立学院。
如今，学院雄踞河南省独立学院排
行榜榜首，在全国独立学院中名列
第 21 位，进入中国高水平独立学院
行列。
民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