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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智慧酒店”实现转型升级
张光辉到大河锦江饭店调研
本报讯 11 月 27 日，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张光辉到大河锦江
饭店调研。
张光辉仔细查看了客房新装修
房间，并对装修细节提出整改意
见。座谈中，张光辉首先肯定了大
河酒店系列作为集团经营工作四大
板块之一，16 年来对集团发展作出
的重要贡献。他指出，集团酒店板
块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一家酒店到现在拥有 4 家酒店，整
体运行平稳，发展势头良好，得益
于有一个责任心强的带头人，有一

支敬业、团结的管理团队，有一套
本；软件方面借助互联网技术，探
先进、科学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思路。 索新的营销方式和商业模式。已运
在谈到今后的工作重点和发展
营的酒店要充分利用新房改造的契
方向时，张光辉提出，集团酒店业
机，主动增加智慧元素，加大转型
要继续改革创新、开拓前行，继续
升级力度；在建酒店项目要目标明
成为集团经营工作的一个重要板
确、敢于创新，在规划、设计、建
块，继续为集团发展作出新的贡
造过程中积极引进新技术，主动探
献。
索互联网+的运营模式，打造智慧酒
一是要围绕建设“数字中国” 店生态链。二是要倡导更加人性化
和“智慧社会”的主线，积极探索
的服务。利用互联网思维，增加服务
酒店服务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黏性”，提供各项贴身、精细、到位的
硬件方面通过新技术提供智能化、 个性化和定制服务，进一步提升大河
便捷化服务，提高效率，降低成
品牌的美誉度。
大河锦江饭店

我省旅游饭店业首届“金樽奖”颁奖

大河系列酒店喜获多项殊荣
本报讯 12 月 7 日，由省旅游协
会主办的河南省旅游饭店业“金樽
奖”颁奖盛典在郑州大河锦悦酒店举
行，集团旗下大河系列酒店喜获多项
殊荣。
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省
旅游协会组织举办河南省旅游饭店
业“金樽奖”评选活动，展示饭店行业
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表彰一批在推
动行业发展和为促进我省改革开放

做出积极贡献的杰出人物和先进集
体。本次评选中，集团大河酒店投资
公司及大河系列酒店共荣获 4 个个
人奖项、3 个集体奖项：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大河酒店管理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张连仕荣获河南省旅游饭店
业终身成就奖；大河锦江饭店陈庆健
获评“河南省旅游饭店业领军人物”；
大河国际饭店徐亮、大河锦悦酒店杜
新民获评“河南省旅游饭店业优秀总

经理”。大河锦江饭店被评为“河南
省最受消费者欢迎酒店”；大河锦悦
酒店、大河国际饭店被评为“河南省
最佳会议会展酒店”。
大河酒店人表示，将以此次表彰
为激励，坚定目标与信念，全力提升
大河系列酒店服务品质、美誉度和知
名度，并运用好互联网+发展“智慧
酒店”，
全面推进酒店经营转型升级。
陈媛

河南日报全体采编人员
参加党史国史知识测试

《河南日报》被全国报协评为精品级报纸

本报讯 12 月 19 日下午，河南
日报各部门采编人员共 157 人分两
场参加了由集团组织的党史国史知
识测试。
本次测试是依照省委宣传部意
识形态工作专题督导反馈问题，由集
团编委会组织的专项整改工作之
一。在接到省委宣传部反馈的督导
情况之后，集团党委会、编委会高度

本报讯 日前，2018
年全国报纸印刷质量检测
审议会在京召开，全国共
有 86 家中央、省、市级报
社 90 余件报品参加评比，
《河南日报》与《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等一同进入精
品级行列。
精品级报纸是质量检
测结果最高等级，自中国
报业协会报纸印刷质量分
级评比以来，
《河南日报》
已 连 续 12 年 获 此 殊 荣 。
坚持党报印刷出版安全重
于一切是获得精品级报纸
荣誉称号的根本，集团印
务中心承担着《河南日报》
《人民日报》等 50 余种中
央及地方报纸的印刷任
务，在承印过程中，印务中
心秉承“党报印刷无小事、
事事连政治”的理念，始
终把党报安全出版印刷作
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
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党
报印刷质量。
马腾达

重视，第一时间下发文件，编制《集团
采编人员党史、国史与基础知识测试
100 题》题库，明确要求各部门、各媒
体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组织
采编人员进行自学自测。
集团相关部门积极做好组织测
试的考务筹备，推动大家以实战演练
学习成果，以考试反促学习成效。同
时，集团各系列媒体也根据《100 题》

题库，分别组织采编人员进行党史国
史知识测试，实现了集团全体采编人
员全覆盖。
考试后，大家纷纷表示，试题中
的党史国史常识，上学时耳熟能详，
现在大多记忆模糊了。但作为党报
新闻工作者，党史国史常识不能忘，
必须重拾起来，作为自身能力建设和
本领塑造的重要部分。
肖遥

这碗水饺，聊出 40 年家的味道
大河报青年党员走进社区与老党员互动
本报讯 12 月 22 日是中国传统
节气冬至，一场特殊的活动在郑州
市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心怡
路社区举行：大河报青年党员与该
社区党支部老党员们一起，过冬至、
包饺子、聊变化，倾听社区居民对大
河报和大河手机办事处的建议。
12 月 22 日上午，心怡路社区党
群活动中心人气满满，大河报青年
党员与社区老党员们一起包饺子，
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气氛温馨、向上。带队参加活动的
大河报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 2018
年的改革创新中，大河报推出了手
机办事处栏目，这次新老党员面对
面交流，正是得益于该栏目提供的
契机。他要求青年党员要倾听社区
老党员们的心声，以更接地气报道
服务基层读者。
屠声坚老人今年 78 岁，原本和
孩子们约在一起包饺子，接到和大
河报青年党员交流的消息后，他和
同是党员的老伴儿一起加入到活动

中。他说，12 月 18 日，他收看了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现在大家生
活越来越好，消费能力和需求与日
俱增，事实充分论证了改革开放是
对的，
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交流期间，老党员于崇州建议
大河报拿出专门版面，把服务基层
群众的政策说透彻。老党员靳玉民
则对涉及养老、医疗的报道感兴趣，
其他老党员也对大河报的新闻报道
工作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王新昌 王灿/文 许俊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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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税务局领导
到集团调研
本报讯 12 月 26 日上午，国家税务
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党组书记智勐一行 6
人来到集团，就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的
六项扣除、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
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进一步支持文化
企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等进行调
研。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光辉出
席座谈会。
张光辉对智勐一行表示热烈欢迎，
感谢税务机关长期以来对集团改革改制
和经营管理工作的支持，
并详细介绍了集
团近年来发展成果和未来发展方向。
智勐详细介绍了党中央、国务院有
关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安排和意义。他
说，此次调研，是为了借助报业集团的影
响力、传播力和广泛的渠道，在第一时间
了解和掌握个税改革政策落实中存在的
问题和建议，监督税务机关及时做好宣
传、解释和改进工作。智勐表示，对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
的通知精神，将按规定认真、及时落实
好企业所得税免征等各项税收优惠政
策。
刘赟涛

集团召开
2018 年度
新闻中评会
本报讯 12 月 14 日下午，集团召
开 2018 年度新闻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会。经评委会集中评
议、投票表决，共有 18 名申报中级职
称人员、12 名申报初级职称人员通过评
审，顺利获得任职资格。
集团领导高度重视本次评审工作。
董林总编辑强调，要认真组建评委会，从
集团新闻业务大局出发，把好评审导向，
把牢评审质量。石晓林副社长在会上再
次要求严格把关、仔细对照评审条例，保
证评审的严肃性与专业性。集团领导肖
建中、高金光、孙德中也亲自参会评审。
评审中，
各小组首先介绍了每位申报
人员的基本情况，
根据履历、
业绩、
学术成
果等方面情况明确建议。与会评委逐一
投票表决，按规定，得票数超过评委人数
三分之二以上者具备通过评审资格。
肖遥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
国际传播共建单位
签约仪式举行
本报讯 12 月 25 日，大河网络传媒
集团携手河南省翻译协会、郑州大学外
语学院、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工业大
学外语学院，在集团融媒体中心举办国
际传播共建单位签约暨专家团专家聘任
仪式，来自 4 家签约单位的 11 名专家现
场被聘为专家团成员。大河网络传媒集
团总编辑孟磊出席活动并讲话。
近年来，随着河南开放步伐的加
快，大河网开通了英语频道，面向全球
宣传推介河南。孟磊在发言时说，为宣
传和展示河南建设新成就，见证和记录
河南融入世界的脚步，并确保信息发布
的准确性和权威性，通过此次共建签约，
组建专家团队，为“兴文化”鼓与呼，为
“展形象”添光彩，让世界不断看到河南
的新发展。受聘的专家团将共同为英文
频道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康世甫 赵汉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