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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近期分别对集团新闻宣传作出批示，
给予充分肯定，提出工作要求

坚持党报姓党 讲好河南故事
本报讯 奏响出彩主旋律，汇聚出
彩正能量——集团新闻宣传围绕全省
工作大局，用心用情用功讲好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生动故事，力作频出，
亮点纷呈。近日，省委书记王国生、省
长陈润儿分别对集团新闻宣传给予批
示表扬。
11 月 15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对继
续办好《河南日报（农村版）》提出明确

要求。他充分肯定《河南日报（农村
版）》55 年来始终牢记政治家办报原
则和党报姓党要求，扛好助力“三农”
的时代重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
我省“三农”工作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同时强调，今年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希望你们以
创刊 55 周年为新起点，继续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集团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专题学习意识形态工作有关文件、
讲话精神

本报讯 11 月 15 日，集
团党委中心组召开意识形
态工作专题学习扩大会
议，认真学习我省党委（党
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考核办法的《通知》和关于
严明政治纪律强化意识形
态领域责任追究工作的
《通知》，传达学习贯彻赵
素萍部长近期关于意识形
态巡视整改工作讲话精
神，研究部署集团意识形
态工作。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编辑董林主持会议。
张光辉、高金光、石晓
林、
王自合、
孙德中、
孙书一、
韩嘉俊出席会议，
集团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我省制定出
台的考核和追责两个文
件，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落
细、压实了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中央意识形态巡
视反馈意见整改以来，集
团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
讲话精神，把抓好巡视整
改作为践行“四个意识”、
落实“两个维护”的重要任
务，从严从实、立行立改，
各项整改任务取得阶段性
成果。当前，整改工作已
转入持续整改阶段，任务
艰巨繁重，来不得半点松
懈。要全面贯彻省委部
署，久久为功，常抓不懈，
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
氛围、干的氛围，认真推动整改取得实效。
会议提出五项工作任务：一是在党委
中心组学习的基础上，
通过基层党支部
“三
会一课”
等形式，
继续抓学习。二是扩充集
团党员干部应知应会知识题库，在年底前
组织考试，
同时重点针对青年采编人员，
组
织开展国史党史、
国情省情、
采编业务理论
学习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三是全面梳
理、细化完善集团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规章
制度。四是在集团各媒体及所属新媒体平
台，
组织开展出版质量专项检查，
并列入巡
视整改台账。五是抓紧申请互联网新闻信
息服务许可。
集团办公室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锤炼队
伍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牢牢把握
正确舆论导向，以服务“三农”为宗旨，
总结经验、发挥优势、锐意创新，用读
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
带着责任、带着感情，讲好“三农”故
事，讲好河南故事，传播正能量，展示
新风貌，为在乡村振兴中让中原更加
出彩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1 月 17 日，省长陈润儿在集团呈
报 的《服 务 中 心 工 作 营 造 舆 论 氛 围
——河南日报全力做好“河南国企改
革攻坚战系列观察”报道》上作出批
示，称赞国企改革的报道有深度、有分
量、有影响，感谢采编人员付出的辛勤
汗水，作出的精心策划，提炼的经验启
示。
集团办公室

扎根
“三农”沃土 唱响主旋律
《河南日报（农村版）》举办创刊 55 周年暨
“三农”
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11 月 16 日，
《河南日报
（农村版）》庆祝创刊 55 周年暨“三
农”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在郑州召
开。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和省委农
办、省水利厅、省农业厅、省扶贫办
等单位负责同志，全省 120 个县、市、
区宣传部负责同志，
《河南日报（农
村版）》读者代表、员工代表等 200 余
人欢聚一堂，共同回顾《河南日报
（农村版）》55 年发展历程，交流“三
农”新闻舆论工作经验，为“三农”新
闻舆论工作出谋划策。
座谈会开始前，武国定和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编辑董林，省委农办
常务副主任申延平，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张光辉，省纪委宣传部部
长袁勇，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方启
雄共同为《河南日报（农村版）》创刊
55 周年点亮“生日之光”。
武国定在讲话中指出，
《河南日

报（农村版）》创刊 55 年来，特别是党
新方法，
深入推进理念、
内容、
手段、
的十八大以来，始终不忘党报职责， 体制、
机制等方面的创新，
不断提升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紧紧围绕省委、 新闻舆论水平；
建好队伍，
进一步提
省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部署要求， 升素质、恪尽职守、甘于奉献，展示
扎根“三农”沃土，唱响主旋律，传播
媒体人员良好形象。希望《河南日
正能量，用“接地气、有底气、聚人气” 报（农村版）》自觉肩负起新闻舆论
的新闻作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递
工作的职责和使命，用手中的笔为
基层群众呼声，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
时代放歌、
为人民抒写，
为服务好河
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南“三农”工作、让中原更加出彩作
对做好今后“三农”新闻舆论工
出积极贡献。
作，武国定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
董林总编辑在座谈会上致辞，
主义进入新时代，河南发展也踏上了
希望农村版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
新征程，作为农业大省以服务“三农” 向，坚持贴近基层，讲好“三农”故
为己任的党报，
《河南日报（农村版）》 事；守正创新，深化媒体融合；积极
要积极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提
作为，增强综合实力，做出新成绩，
升站位，
始终做到站稳政治立场、坚持
再创新辉煌。
为民导向、正确引领舆论，
牢牢把握正
会 议 还 对 119 个《河 南 日 报
确宣传方向；
紧扣主题，
重点加强对打 （农村版）》2018 年度新闻舆论和发
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
行工作先进单位及 120 名优秀通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基层组织建设
讯员进行了表彰。
的宣传报道，
讲好河南“三农”
故事；
创
王东亮 焦莫寒

集团党委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认真学习中办《通报》及我省有关通知，
学习省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活会精神
本报讯 11 月 15 日，集团党委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学习贯彻中
央办公厅《关于陕西省委、西安市委
在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
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以及开展违建
别墅专项整治情况的通报》及我省
有关通知，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王国
生在省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活会上
的讲话精神。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编辑董林主持会议。
张光辉、
高金光、
石晓林、
王自合、
孙德中、
孙书一、
韩嘉俊参加会议。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次通报
是一次严肃深刻的政治、思想、责
任 、作 风 、纪 律 教 育 ，令 人 深 受 震
撼，深受警醒。

会议指出，
党中央严肃查处秦岭
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
对相关
党组织和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
面从严治党、
严明党的纪律的鲜明态
度和坚定决心，
以及坚定不移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坚
决态度。集团党委坚决拥护中央对秦
岭违建别墅问题的严肃查处，
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强调，
集团干部职工要举一
反三、
引为镜鉴，
深入查摆践行
“四个意
识”
、
落实
“两个维护”
方面的差距和不

足。要坚持不懈加强政治建设，
把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重要政治责
任、
领导责任、
工作责任，
把讲政治的要
求落实到各项业务工作当中去。要倡
树
“五比五不比”
，
坚决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杜绝表态多、
调门高、
行动
少、
落实差问题。要层层夯实责任，
强
化督导检查，
充分发挥抓落实
“第一棒”
和
“最后一关”
作用。要进一步严肃纪
律规矩，
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
做到真管真严，
敢管敢严，
长管长严，
为集团新闻宣传、
媒体融合、
事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实现
高质量、
全面强起来提供坚强保证。
李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