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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闻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与集团深化合作

感 谢 信

共建“智慧人大”暨融媒体中心

河南日报社：
在全国第 19 个记者节来临之际，特
向一直支持省委巡视工作宣传的贵社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候！
近年来，贵社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新
闻宣传，党群政法部、新媒体部等部门
积极配合、大力支持，以专业的新闻敏
感、强烈的敬业精神、高度的责任意识，
多角度、全方位推出了一批富有特色的
纵深性、连续性报道，有力地促进了社
会各界对省委巡视工作的了解和支持，
展现和树立了新时代巡视铁军形象，为
巡视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受到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高度认可和
赞扬。
值此记者节来临之际，谨向长期支
持省委巡视工作的河南日报社及党群
政法部、新媒体部表示诚挚的感谢，同
时向报社全体新闻记者致以节日的祝
贺！
中共河南省委巡视工作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8 日

感 谢 信

ZHONG YAO XIN WEN

（摘编）

本报讯 11 月 12 日，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与集团深化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暨省人大融媒体中心
入驻仪式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丁巍出
席仪式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秘
书长、办公厅主任杨汝北，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编辑董林分别代表双
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
丁巍指出，近年来，省人大不
断加强门户网站建设，建立和完善
人 大 联 系 公 众 网 络 平 台 ，为 建 设
“智慧人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希望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充分发挥
自身技术优势、内容服务和新闻宣
传优势，助力省人大加快推进信息
化建设步伐。省人大将以此次签
约仪式为契机，加强与报业集团合
作，加强顶层设计，注重“智慧人
大”建设的前瞻性、系统性、科学

性、整体性、安全性，突出服务省人
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级人大代表依
法履职，高标准高质量打造全方位
互联互通、公众广泛参与的一体化
在线服务平台。
董林在致辞中表示，宣传服务
好人大工作，历来是报业集团新闻
宣传工作的重点。现在以“智慧人
大”建设为重要平台，双方深化合
作战略，是报业集团与省人大更高
层次、更加紧密、更加深度的合作，
同时也是报业集团在“互联网+政
务服务”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报
业集团将全力配合好、服务好省人
大常委会机关网络安全与信息化
建设工作，全面提升省人大新闻宣
传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
省人大将用三年时间，逐步分
项完成“智慧人大”一体化综合技

术平台。近期将重点推进省人大
融媒体中心和代表履职服务平台
等项目的建设。省人大融媒体中
心将接纳集团下属各子媒人员的
入驻，并借助报业集团“中央厨房”
系统，推进人大传统新闻宣传和人
大 网 站 、两 微 等 新 媒 体 的 深 度 融
合，通过平台、信源、渠道、人力、技
术等方面的机制创新，实现对宣传
策划、产品分发、资源调配等的统
一管理。据悉，这一模式在全国人
大系统尚属首例。
出席当天签约仪式的还有省
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副主任李
广胜，副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
李经超，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张光辉，集团党委委员、大河
网络传媒集团董事长王自合，大
河网络传媒集团总经理韩嘉俊、
总编辑孟磊。
李点

集团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邀请宋建武教授就深入推动媒体融合作辅导报告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陈省长要求策划
报道国企改革三年攻坚的指示精神，贵
单位派出采访最强阵容精心策划“河南
国企改革攻坚战系列观察”报道，
《奔着
问题“啃硬骨”
》
《
“轻装上阵”减负行》
《
“凤凰涅槃”获重生》
《吹响攻坚“冲锋
号”
》四篇观察和新媒体产品，浓墨重彩
报道了河南国资国企战线在剥离企业
办社会职能、化解过剩产能和“僵尸企
业”处置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效。作品
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层次分明、条
理清晰，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全面描述了我省国企改革波澜壮阔的
壮丽场景，堪称一组有深度、有广度、有
分量、有影响的新闻佳作，报道受到省
委省政府领导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在此，谨向贵单位致以崇高敬意和
最真挚的感谢！感谢长期以来对河南
国资国企系统的支持与关注，特别要感
谢城市经济采访部和参与“河南国企改
革攻坚战系列观察”报道的全体采编人
员，尤其是芦瑞、栾姗、孙静、宋敏、樊霞
等记者。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
府正确指导下，在贵单位的大力支持和
关注下，我省国资国企系统将认真履
职，团结一心、创新拼搏，谱写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新篇章，向党和人民交上一
份合格的答卷！
中共河南省人民政府国资委委员会
2018 年 11 月 22 日

本报讯 11 月 12 日 ，集 团 召
开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邀请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宣部媒体融合专家组成
员宋建武教授，就深入推动媒体融
合作辅导报告。
董林、
张光辉、
肖建中、
高金光、
王自合、
孙德中、
孙书一、
孟磊，
中国
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陶
韬，
集团处级干部、
采编部门骨干代

表 300 余人参加学习。高金光主持
会议。
宋建武教授长期致力于媒介
经济、媒介政策、媒体融合等领域
研究，在全国新闻学界、业界享有
很高的声誉。同时，宋教授也是集
团的老朋友，多年来，为集团转型
发展提供了很多建议和帮助。
会上，宋建武教授以前沿的理
论、丰富的案例和翔实的数据，从

互联网发展的移动化、平台化、智
能化趋势，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的
重要意义等入手，深入浅出地作了
讲 解 ，为 大 家 提 供 了 一 场 思 想 盛
宴。
现场提问环节气氛热烈，参会
同志踊跃发言，就客户端发展、都
市报转型、技术人才培养等问题向
宋建武教授请教。
李富春

大河报举办《河之洲》百期座谈会和封面秀
本报讯 面对步入新时代的
与传播学院院长杨萌芽说，
《河之
河南文艺，主流媒体如何讲好出彩
洲》为新闻学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实
河南文化故事？11 月 17 日，大河
例。
报举行文化周刊《河之洲》100 期座
著名作家、省文学院副院长冯
谈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我省文
杰是《河之洲》副刊资深作者，他
化界知名专家、学者相聚大河，共
说：
“《河之洲》内容很丰富，几乎容
叙大河文化情，共谋河南文化事。 纳了河南所有的文化元素，看完还
集团领导董林、王自合出席活动。
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百期《河之洲》正当年，这 100
著名剧作家、省戏剧家协会副
期做得非常精彩，为我们河南的文
主席、秘书长陈涌泉说，他编剧的
化建设提供了一个阵地，成为河南 《程婴救孤》取得成功就离不开大
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即便拿到全
河报的支持，
“某种意义上来说，它
国也是亮堂堂的一张名片。”省委
也 是 大 河 报 成 就 的 作 品 ，未 来 的
宣传部副巡视员赵钢说。
《河之洲》大有作为！”
“《河之洲》从栏目到版式都非
民俗学家、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常有张力、有活力。”河南大学新闻
孟宪明，省社科联主席李庚香，省

文联党组书记、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席王守国，大河报首任总编辑王
继兴，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河南
站站长韩为卿，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史系主任戴庞海等也先后发
言，围绕《河之洲》如何与网络实现
深度互动、如何借力成为重大文化
活动创造者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
流。
11 月 15 日至 19 日，大河报在
河南报业大厦一楼大厅举办了《河
之洲》100 期封面秀。展览从百期
《河之洲》中精选出 50 余个封面，涵
盖历史、文化、考古、影视等领域的
河南本土文化现象，广受观展者好
评。
张丛博 刘袁抒

深耕地方 有为有位

集团记者站在驻地影响力不断增强
□宋华茹
今年下半年，随着各地人大、政协
换届，集团驻地方记者站有 4 位站长当
选省辖市人大代表、4 位被提名推荐为
省辖市政协委员，两位站长兼任省辖
市市委副秘书长。驻地超过半数的记
者站站长兼任地方职务，充分表明集
团深耕地方战略取得明显成效，集团
记者站影响力不断增强。
集团对驻地工作高度重视，
几年前
就提出深耕地方战略，
即充分利用集团

政治优势和新闻传播优势，
与地方深度
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互利共赢。
集团领导对记者站人员和记者站
工作非常关心。不仅在新站长到任时
亲自送行赴任，还经常利用记者工作
会、地方管理部民主生活会和集团各
种大会的时机，对记者站工作给予指
导支持。分管领导对记者站工作教方
法、压任务，提出创建“三好记者
站”激励措施，在记者站中营造比贡
献、比奉献、比作为的浓厚工作氛
围，赢得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赞许。

“当我站在主席台上，和洛阳市
其他 38 名人大常委会委员进行宪法宣
誓的那一刻，我深深知道这是洛阳市
委关爱、集团培养的结果，更相信了
那句话：有为才有位！”驻洛阳记者
站站长田宜龙说。
作为地方驻站老兵，驻信阳记者
站站长胡巨成去年 4 月挂任信阳市委
副秘书长。他认为，记者站站长兼任
地方职务，能更好体现集团在当地的
政治优势，更好体现记者站工作在当
地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在地方任职的有：田宜龙，洛
阳市人大常委（2018年当选）；
童浩麟，
开
封市人大代表（2018年当选）；
曾昭阳，
驻
马店市人大代表（2014年当选）；
徐建勋，
郑州市人大代表（2014 年当选，2018 年
连任）；
陈学桦，
焦作市政协委员（2018年
当选）；王平，商丘市政协委员（2012 当
选,2017 年连任 ）；郭戈，鹤壁市政协委
员（2018 年当选）；孟向东，南阳市政
协委员 （2018 年当选）；胡巨成，2017
年兼任信阳市委副秘书长；董学彦，
2017年兼任许昌市委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