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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5 日，集
团召开党委会暨理论学习中
心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精神，安排部署集团
党 建 工 作 。 集 团 党 委 副 书
记、总编辑董林主持会议并
提出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全
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更是
党报集团义不容辞的重要政
治责任，集团干部职工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
精 神 上 来 ， 树 牢 “ 四 个 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迅速兴
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张光辉、朱永飞、肖建中、
高金光、石晓林、孙德中、孙书
一、韩嘉俊、孟磊参加会议。

这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会议是继 12 月 18 日收听收
看央视现场直播后，集团党委
班子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落
实省委书记王国生提出的“五
比五不比”要求，提高学习交
流质量，参会同志会前按要求
认真进行了自学和发言准备。

会上，参会同志一一发
言，结合当前工作、个人成
长经历谈了学习体会。大家
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着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
复 兴 的 历 史 大 势 ， 高 屋 建
瓴，视野宏大，思想深邃，
内涵丰富，深刻回答了改革
开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激励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新
的宣言书、动员令和行动指
南，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
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

大家表示，方向决定道
路，道路决定命运。 40 年
来，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
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
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
壮山河的奋斗赞歌。改革开放
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重要法宝。没有改革开放，就
没有中国今天的繁荣昌盛，
也没有每一个中国人今天的
幸福和快乐。我们以党的新
闻工作者的身份，见证改革
开放，宣传改革开放，参与
改革开放，感到无比自豪和
骄傲。历史的契机正等待坚

定者、奋进者、搏击者。今
后，我们要继续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撸起袖子加油
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会议对进一步深刻领会
讲话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
和实践要求作出安排。一是
营造学的氛围。领导干部带
头深学细学，以讲党课等方
式分享学习体会，带动形成
良好学习氛围。由集团直属
单位党委下发通知，推动各
支部进一步开展形式多样的
学习活动，不断把学习讲话
精神引向深入。二是营造严
的氛围。结合近期新闻宣传
报道的情况，进一步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好导

向，守好阵地，讲好河南故
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三是营造干的氛围。以
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
的举措，将总书记讲话精神
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落实到
集 团 转 型 发 展 的 战 略 谋 划
中，学到精髓，用到实处。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省
直工委印发的 《河南省直机
关 党 支 部 建 设 标 准 （试
行）》《河南省直机关党支部
星级评定暂行办法》 文件精
神，听取了集团 2018 年党建
工 作 情 况 汇 报 ， 安 排 部 署
2019 年党建工作，讨论并原
则上通过 《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党费使用和管理细则》。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李富春

本报讯 地图是一个城
市的“年轮”。12 月 24 日上
午，《“城”就河南——河
南城市发展地图展》在河南
报业大厦开展。随着 1978
年、2007年、2017年这三个
不同年份城区地图的展开，
河南18个省辖市的城区框架
在人们眼前不断扩大，直观
形象地记录了城市的发展变
迁。

本次地图展由省委网信
办指导，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省档案馆、省文联、大河网络
传媒集团主办，河南手机报、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承办。展
出结束后，所有资料将在省
档案馆永久保存。

省档案局（馆）党组书

记、局（馆）长李修建，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编辑董林，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光辉，
省委网信办副主任陈明，省
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省测
绘地理信息局党委书记、局
长刘济宝，大河网络传媒集
团总经理韩嘉俊、总编辑孟
磊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
孟磊主持。

刘 济 宝 在 致 辞 时 说 ，
《“城”就河南——河南城
市发展地图展》形象地展示
了我省城市在规模轮廓、地
理状况、城市格局、功能分
区等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和
成就，人们通过浏览地图，
可以直观了解过去的河南，
认识现在的河南，展望将来

的河南。
韩嘉俊在致辞中表示：

我们用地图展礼赞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光辉成就，礼赞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光辉岁
月，既是感怀历史，更是开启
旅程。《“城”就河南——河南
城市发展地图展》承上启下，
既为改革开放40年的宣传报
道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新
闻宣传开了新篇。

活动现场，嘉宾们纷纷拿
起蘸满多彩颜料的美工刷，依
次在河南地图上画上一笔自
己为河南添加的色彩，寓意

“出彩中原 有我一笔”“中原
更出彩 需要你添彩”。

贺韦卫 朱晓玲

本报讯 赠予学子书
香，发扬互助精神。11 月 19
日至12月7日，集团组织开展
为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捐赠图
书活动，集团领导班子率先垂
范，广大员工积极响应，共捐
赠图书期刊等1.4万余册。

活动伊始，高金光副社
长第一个来到位于大厦一楼
的捐赠点，捐出社会、文学类
书籍 104 本。董林总编辑捐
出各类图书296本，肖建中副
总编辑捐出432本，石晓林副
社长捐出210本，孙德中副总
编辑捐出 151 本……其他领
导也纷纷从家中搬来书籍捐
赠。在集团领导的号召下，
各单位积极组织捐赠，其中，
河南法制报捐出603本，直属

单位党委捐出510本，印务中
心党总支捐出456本，河南日
报新媒体部捐出421本。

捐书活动中，报业大厦一
楼“捐书处”捐书者络绎不绝，
志愿者身后堆砌一座座“书
山”。为方便捐赠，组织方在
东瑞园家属院共设立了 5 个
捐书点，退休老干部熊志波从
家中拉来300多本图书，反复
叮嘱一定要送到学生手中。

民生学院党委对集团的
慷慨捐赠表示感谢，捐赠书
籍将由专门工作人员登记，
捐赠人单位、姓名和捐赠册
数将编入民生学院图书馆书
目目录。捐赠超过 100 册的
员工，每本捐赠图书上将签
印捐赠者姓名。 张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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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书刊1.4万余册

本报讯 12 月 26 日上
午，集团总编辑董林、副社长
石晓林一行到集团对口扶贫
点登封市石道乡赵庄村现场
调研。他们访农户、送慰问、
听情况，梳理一年来对口扶贫
工作，并为下一阶段赵庄村实
现全面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
谋思路、明方向。

董林一行首先看望了王
龙光、贺玉国两户贫困户，为
他们送去食用油、大米等慰
问品，详细询问了他们的身
体状况、就业收入等基本情
况。董林叮嘱驻村帮扶人员
要勤走动、多入户，经常到贫
困户家中了解困难，分类培
养贫困户自身“造血”功能，
不断巩固脱贫成果。

董林一行还察看了村容
村貌，详细询问了村基础设
施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扶贫
成效等方面的情况，了解下
一步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
问题。

石晓林副社长主持召开
了现场座谈会。会上，石道
乡负责同志介绍了全乡当前
扶贫工作进展情况，集团驻
赵庄村第一书记胡心洁、村
党支部书记先后汇报了赵庄
村近期扶贫攻坚工作开展情
况及下一步工作思路，登封
嵩山少林文化旅游集团负责
人也介绍了帮扶工作情况。

董林说，集团党委高度
重视驻村扶贫工作。赵庄村
确定为集团扶贫联系点后，
经过三年的脱贫攻坚，已经
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一是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新农村
面貌已经初步展现；二是文
化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完善；三是特色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四是新一届村委班
子主动作为，展现了新面貌
新气象。

对赵庄村脱贫攻坚下一
步工作，董林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要高质量做好脱贫攻坚

工作。在国务院督察组即将
到河南检查脱贫攻坚工作和
郑州市开展“脱贫攻坚百日
攻坚大会战”关键时期，要拧
紧螺丝，鼓足干劲，以严格标
准、过硬作风，迎接上级部门
的检查验收。二是要做好文
化供给工作。要通过实地走
访、面对面交谈等方式，有针
对性地开展文化服务活动，
做到“群众点菜我炒菜”，切
实把工作做到百姓心坎上。
三是要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有效结合。要紧紧围绕扶
贫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
富，围绕石道乡“农业+旅游”
发展定位，大力发展好生态
观光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等
产业项目，以乡村振兴巩固
脱贫攻坚成效。

集团办公室、人力资源
部、直属单位党委、郑州分
社、河南手机报等部门和单
位负责人陪同调研。

王洪波 庞菲

访农户 送慰问 谋思路 明方向
董林总编辑到集团对口扶贫点赵庄村调研

本报讯 12 月 28 日上
午，集团召开党委中心组学
习（扩大）会议，邀请省直机
关党校副校长袁建伟教授就
刚刚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支
部工作条例（试行）》作专题
讲座。集团各党支部（总支）
书记、联络员等近300名干部
员工到场听讲。集团领导董
林、石晓林、孙德中参加讲
座，石晓林主持并讲话。

11 月 26 日，《中国共产
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通
过权威媒体正式发布，它是
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党
支部工作的基础主干法规，
也是新时代党支部建设的基
本遵循。

省直机关党校副校长、
省公务员培训师资库特聘专
家袁建伟教授曾多次到集团
授课。此次讲座内容全面、
条理清晰，内容覆盖了《条
例》各领域、各方面。课后党

支部书记们纷纷表示，讲座
让大家明确了党支部的功能
定位，熟悉了党支部的设置，
弄懂了党支部的基本任务和
不同领域党支部的重点工作
任务。

培训结束后，石晓林就
学习《条例》提出要求，作为
加强党建工作的指导与遵
循，集团各党支部（总支）要
切实推动《条例》学习落到实
处、见到实效。前不久，为贯
彻《条例》精神，省直工委印
发了《河南省直机关党支部
建设标准（试行）》《河南省直
机关党支部星级评定暂定办
法》，按照要求，集团将从
2019 年起，开展对各党支部
（总支）的星级评定工作。各
党支部（总支）要结合学习

《条例》，认真研究剖析省直
工委两个文件精神，做好准
备迎接星级评定考核工作。

张渝

推动《条例》学习贯彻
开展党支部（总支）星级评定

集团邀请袁建伟教授作专题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