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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21日，由省文明办
和集团主办，河南报业网络中心承
办，集团文明办协办的“诚信 让河南
更出彩”主题活动——诚信故事会在
河南报业大厦举行。省文明办专职
副主任王飞，集团党委委员、副社长
石晓林出席活动。

活动邀请了 2017年河南省“诚
信之星”获得者、集团“好记者讲
好故事“代表及全省文明单位代
表、集团各单位代表等共 200 余人
参加。“诚信之星”代讲人、记者代
表、朗诵名家、中学生代表等 9位
讲述人依次登台，讲述一个个既鲜
活又感人至深的小故事，诠释诚
信、弘扬诚信。

马保东与马奋勇两“兄弟”因诚
信而识，一个有情，一个有义，为了还
欠款，马保东寻人 10 多年，而看到

“兄弟”有难，马奋勇却一个“钱”字未

提；“‘食’字怎么写，就是
人下面是个良，我们做餐
饮的，更要有良心、有良
知，不能在‘吃’上缺德”，
饭馆老板董元斌 20年来
重信守诺，捐资助学从未
间断；南阳乡镇企业厂长
高长山，为兑现如山的承
诺，16年来，替原来的乡
镇企业偿还债务 78 万
元，以善良书写道义，用
行动担当责任……

讲述者倾情叙说，听
众为之动容。“诚信是金，
情义无价。没有还完的
债，我会继续还，做个讲
诚信、有情义的人。”2017
年河南省“诚信之星”高
长山说。

张红梅 冯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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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6日，由省政府食安
办、省食药监局主办，大河报承办的
2018河南省食品安全与产业发展高峰
论坛在河南报业大厦举行。食品安全
专家、学者、监管工作者，食品、餐饮业
代表等齐聚论坛，围绕“责任与担当，
全面推进食品安全省建设”，共话食品
安全与发展。

省政府食安办副主任、省食药监
局副局长王景峰，集团党委委员、大河
网络传媒集团董事长王自合出席活
动。

王景峰说，建设食品安全省是人
民群众所盼、产业发展所需、地方责任
所系。本次论坛旨在搭建平台，凝聚
监管部门、食品企业、专家学者、行业
协会和新闻媒体等各方力量，共同为
食品安全省建设建言献策，共同护卫

“舌尖上的安全”。
王自合表示，食品安全关系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发展大局以及和
谐稳定。作为河南主流媒体，大河报
近年来和省食药监局深度合作，已成
为食药安全宣传的主阵地，食药安全
监管的见证者，食药安全知识的传播
者。本次高峰论坛，将对加快构建食
品安全社会共治大格局，营造食品安
全良好社会氛围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论坛上，中央党校副教授胡颖廉
就新形势下食品安全发展与河南食品
安全省建设进行了分析阐述，省食品
工业协会首席专家陈振杰解析了我省
食品工业发展方向与历程。省内外知
名食品和餐饮企业参加了食品安全大
讨论。

活动当天还举办了2018全省食品
安全成果展，40多家食品和餐饮企业
展示了保障食品安全特色做法和最新
成果。

牛洁 周星 魏朝林

2018河南省食品安全
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本报讯 9月 21日下午，报业
大厦 4 楼新闻发布厅热闹非凡。
只能容纳 100人的会场，足足拥进
了 150余人，不少人临时搬椅子加
座，或者干脆站着听讲。

为何现场如此“爆棚”？原来，
来自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的两位

“大咖”，在给集团的媒体人分享他
们的思想精华。

“新闻设计是视觉呈现与新闻
内容的高度融合。”说这话的，是中
国日报版面设计中心副总监田
驰。作为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得
主，田驰是当今中国报纸版面最具
影响力的设计者之一，作品曾四次
荣获中国新闻奖，他创作的《纪念
抗战胜利 70周年专刊》更是拿下
了世界报业和新闻出版商协会
（WAN-IFRA）“报纸整体设计银
奖”。“好的报纸版面设计，就是传
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的最好
载体。”田驰把他多年视觉设计的
所感所悟，毫无保留地跟大家分
享。生动诙谐的语言表达，创意十
足的案例展示，让大家直呼过瘾。

《晒晒我的军装照》，让全国

人民爽爽地过了一把军装瘾，这
是去年人民日报客户端为庆祝

“八一”建军节送上的一份大礼。
以“军装照”的创意出炉为切入
口，来自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的
视觉总监宋嵩，跟大家分享了包
括 《我爱你中国快闪》 等爆款新
媒体产品走红的全过程。“时机、
技术、创意之间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这就是一款好的新媒体产
品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位年
轻帅气的“老”夜班编辑，详细
介绍了他和小伙伴们是如何把握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一次传
播衍生为三级传播的“独门秘
籍”，细微之处，让人频频称是。

精彩的思想火花碰撞，总是让
时间过得太快。到了下午六点半，
大家仍久久不愿散去，围着两位主
讲人交流提问。

“事例生动，思维活跃，启发很
大。最大的收获是让我们看到了
媒体融合努力的方向。”大河网络
传媒集团总编辑孟磊评价说，“今
后的融媒培训就要多请这样的老
师。” 肖遥

“我们看到了
媒体融合努力的方向”

本报讯 旗帜带着心愿迎风
飘扬，笑脸含着希望尽情绽放。10
月 13日，大河全媒体广告集团联
合河南日报广告部、河南日报地方
管理部共同举办 2018 首届“大河
杯”联合运动会。近 300名运动员
齐聚赛场，以优异成绩和团结精神
展示报业人勇往直前的风貌。集
团领导张光辉、朱永飞、肖建中、石
晓林出席运动会开幕式。

张光辉总经理在开幕式上致
词。他说，2018 年集团经营工作
面临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复
杂、新增长点不多的压力，集团党
委主动同高质量发展对标，按高
质量发展要求研究部署集团经营
工作、加强集团制度建设，正确处
理主业和非主业、速度和质量、存
量和增量、近期和长期、开源和节
流 5对关系，团结带领集团各部门
和下属公司开拓创新、深化管理、
降低成本、推动改革、提质增效，
取 得 了 优 异 成 绩 ，为 全 面 完 成
2018年各项预算目标任务奠定了
基础。河南日报广告部、大河全

媒体、河南日报地方管理部在今
年前三季度的经营工作中攻坚克
难，不仅超额完成经营目标任务，
而且实现了新的突破。在 2018年
剩余的时间里，要进一步增强紧
迫感、责任感，集中精力抓重点、
开拓创新攻难点，咬定目标、大干
当前，全力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
务。

运动会设跳棋、飞镖、五子棋、
电子竞技、保龄球、篮球、跳绳、羽
毛球、乒乓球、4×100男女混合接
力赛、龟兔赛跑等 20余个项目，既
比拼体能，又较量脑力，既张扬个
人风采，也体现团队精神，展现了
河南报业人朝气蓬勃、爱拼敢赢的
风貌。

肖建中副总编辑在闭幕式上
表示，本次运动会是报业集团第一
次有完整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运动
会，是一次形式新颖、朴素热烈、妙
趣横生的运动嘉年华，对提升团队
凝聚力、战斗力，增强员工幸福感、
获得感发挥了积极作用。

蔡莉莎

2018首届“大河杯”
联合运动会圆满举行

本报讯 9月 29日，集团党支部
（总支） 书记培训班第五期邀请北京
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
长江学者余淼杰教授，就中美贸易战
关键问题进行专题讲座，深度剖析当
前国际形势及走向。董林、张光辉、
朱永飞、高金光、石晓林、王自合、
孙德中、孙书一 、韩嘉俊、孟磊以
及集团各支部 （总支） 书记和党员干
部400余人聆听了讲座。

余淼杰教授是国内著名经济学

家、中美贸易专家，他从中美贸易摩
擦的动态演变、贸易战对中美经济的
影响、未来走向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
入浅出的讲解。学员们做笔记、拍教
案，课堂气氛严肃认真，讲座对大家
认清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起
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第五期培训班是集团党支部 （总
支） 书记培训的最后一期，讲座结束
后，石晓林代表集团党委对五期培训
进行总结。他说，培训班受到集团党

委高度重视，开班仪式上，董林总编
辑亲自作动员，在家的领导班子成员
带头听课。集团直属单位党委为组织
好培训付出大量心血。参加培训的各
党支部 （总支） 书记和党务工作人员
守纪律、讲规矩，态度认真。通过培
训，同志们党性观念进一步增强，党
建知识进一步丰富，集团上下抓党建
的氛围进一步浓厚。

石晓林强调，党建工作永远在
路上。培训班结束了，但集团的党

建工作仍需继续提升。党支部书记
是领头雁，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
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牢固树立

“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
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党建出
问题是渎职”的观念，运用学到的
知识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在集团形成“抓党建光荣 干党
建荣耀”的氛围，推动集团各项事
业顺利开展。

张渝

集团党支部（总支）书记培训班圆满收官

本报讯 10 月 17 日
上午，由集团离退休职
工管理部、老年书画协
会、老年摄影协会联合
举办的集团离退休老同
志“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
年”书画摄影展，在报业
大厦一楼大厅开幕。集
团总编辑董林、副总编
辑肖建中,大河网络传媒
集团总编辑孟磊等一起
观看了展览。

此次书画摄影展得

到集团党委高度重视和
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展
出的 66 幅书画作品、73
幅摄影作品，是从集团
80 余位老同志送交的
310幅作品中，由评委精
心遴选出来的。参展作
者年龄最大的已有90岁
高龄，他们满怀激情，用
笔墨和镜头展现改革开
放四十年来伟大祖国发
生的巨大变化、各条战
线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人

民群众蓬勃向上、开拓
进取的精神风貌。

参 展 作 品 主 题 鲜
明、意境深邃、匠心独
具，体现了老同志们非
凡的创作意境和书画摄
影功底，折射出爱党爱
国的深厚情怀，彰显了
老同志与时俱进、积极
向上，传播正能量、弘扬
主 旋 律 的 良 好 精 神 风
貌。

许江 刘彦彬

集团举办离退休老同志书画摄影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