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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5日，副
省长武国定对 《河南日报
农村版》 近期刊发的 《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河南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 话 精 神 —— 不 负 重
托 让中原更出彩》 系列
报道作出批示：

魏剑同志：近期这几
组报道组织得很好，既体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河南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又反映了河南“三
农”的出彩故事。望以此
为契机，组织记者深入基
层，多挖掘采写河南乡村
振兴的新鲜故事，助推总
书记重要指示在河南大地
贯彻落实。

又讯 5月 30日，副省
长武国定在《河南日报农
村版》当日头版刊发的粮
安 天 下 河 南 担 当 ——

“来自‘三夏’一线的报道”
专栏上作出批示：

魏剑同志：来自“三
夏”一线的报道这个栏目
办得好！

邸文

集团开展“70年献礼·争做出彩报业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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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过，举旗帜、代代心
坚如铁。彻夜灯光，催白发、字
字凝结热血。踏遍山川，穿行昼
夜，浩气追明月。中原一报，成
就多少英杰。

早发更要行远，扛旗肩重
任，昂首冲雪。开放胸襟，融媒
体、云破龙腾天阔。鼓荡东风，
乘时舞碧落，还朝天阙。看新时
代，跃马天河行猎。

河清海晏百业兴，
南去北来尽精英。
日理万机弘国粹，
报苑无处不春风。
七彩人生视频秀，
十万云涌展鲲鹏。
华章正圆复兴梦，
诞辰初心总关情。

六一庆华诞，把酒共杯干。
抱拳争先恭贺，报人绽笑颜。挥
笔书写辉煌，记录中原史诗，风
雨铸巨篇。坎坷曲折道，业绩史
空前。

读报史，忆当年，看明天。
七十周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回
首峥嵘岁月，几度春秋感慨，代
代薪火传。万里鹏程路，乘胜再
登攀！

【水调歌头】

献给《河南日报》
七十周年华诞

□胡惟畅

□杨富臻

【念奴娇】

投稿路径：集团办公网导航栏“信息报送”

让广大干部职工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
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
廉洁做表率，让报社更有活力、
更有竞争力。

二是讲好时代故事。要走出
去、沉下去，持续开展好“总编
辑下基层”“青年记者下基层”活
动，把新闻写在广阔大地上，写
在人民群众心坎上。要充分运用
可视化、互动化的表达方式，有
个性、有特色的语言风格，差异
化、分众化的传播渠道，把故事
讲得更加吸引人、感染人。

三是全面推进媒体深度融
合。因时而变、应势而动，按照

“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
播”的要求，加快重构采编发网
络、再造采编发流程。发挥党媒
高端权威、资源丰富的优势，推
出更多受众爱听爱看的融媒体产
品。通过专题培训、观摩交流、
业务研讨、实战演练等多种方
式，培养更多全媒人才。

四是着力深化改革。要拿出
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定不移地推
动新一轮报业改革，做好守正创
新的示范者、国企改革的领头
羊、产业发展的排头兵。要加强
顶层设计，在深化管理体制改
革、生产经营机制改革、薪酬制
度改革方面发力，发挥好重点领
域改革的牵引带动作用。

董林代表集团党委会、编委
会致辞，回顾了70年来河南日报
和报业集团发展历程。他表示，
河南日报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
同行，与时代同步、与河南同
频，在记录和推动时代进步的同
时，也创造着自己的光荣历史。
经历“铅与火”的淬炼，我们在
百废待兴中艰苦创业，把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传递到千家万户，把
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记录在字里
行间，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河南
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的先河。实现

“光与电”的飞跃，我们在大河奔
流中迅速成长，以“二次创业”
为河南日报事业发展积淀了雄厚

的基础，也成为中原改革开放进
程和中国报业成长壮大的精彩缩
影。追赶“数与网”的大潮，我
们在奋力创新中探索融合，勇立
潮头，向“网”而生，形成了

“四全”媒体的雏形，在全国省级
党报中创下了多个“第一”。各项
事业蒸蒸日上，被同行赞誉为

“河南日报现象”。迎来“云与
智”的升级，我们在时代变局中
再续华章，以大河云上线、建设
融媒体中心、打造河南日报客户
端等 5 家千万级用户的新媒体、
探索“新闻+政务”和再造采编
发流程为标志，努力从“相加”
走向“相融”。

董林说，走过70年，历代河
南日报人在上接党心下连民心的
过程中始终不忘初心，在长期实
践中形成了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精
神财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是党报人始终不变的坚守；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是党报人重任
在肩的使命；勿忘人民、扎根群
众，是党报人持续前行的动力；

“忠诚、拼搏、创新、务实”，是
党报人独特的精神气质。

董林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走过70年，集团将奋力向新
型主流媒体集团进军，助力中原
更加出彩。我们将始终坚持守正
创新，进一步厚植事业发展之
根。深入落实王国生书记关于新
闻宣传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一
部分”的要求，聚焦有效管用，
强化效果导向，讲好河南发展的
故事，讲好新时代出彩河南人的
故事。我们将深入探索媒体融
合，进一步强健事业发展之翼。
加快主力军挺进主战场，打造

“四全”媒体，构建更有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全媒
体集群，同时在“媒体+”上下
更多的功夫，推动“深度融合”

“广泛融合”。我们将扎实推进改
革开放，进一步增强事业发展之
力。以一往无前的勇气深化改
革，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加包

容的文化、更加宽广的视野扩大
开放。我们将持续加强队伍建
设，进一步夯实事业发展之基。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不断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
支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队
伍。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
责，让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让
创业的活力尽情迸发。

张光辉在主持会议时表示，
王书记的要求和江部长的讲话，
对报业集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是对我们的巨大
鼓舞和鞭策，为集团重整行装再
出发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集团干部职工要深入学习、准确
领会王书记的要求和江部长的讲
话精神，转化落实到举旗定向、
媒体融合、事业发展等各项工作
中，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力。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
以庆祝河南日报成立70周年为契
机，思想再加压，标准再提升，
工作再发力。要理清思路，真抓
实干，按照集团深化改革的总体
方案，一张蓝图绘到底，披荆斩
棘，久久为功，不断书写出彩报
业的新篇章。

老职工代表张惠芳分享了她
向穆青学习，“守护初心”的人生故
事。青年职工代表薛世君发言，讲
述了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
命的理解，以及对河南报业人精神
的践行。读者、通讯员代表唐河县
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少庚，以读报、
投稿等经历为内容，分享与河南日
报一起成长的故事。

集团领导刘雅鸣、朱永飞、
高金光、石晓林、王自合、孙德
中、孙书一、韩嘉俊、孟磊，省
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刘颖参加座
谈会。

集团老领导、老职工代表，
中层以上干部，集团各部门、各
媒体、经营单位职工代表，通讯
员、读者代表、小记者代表，河
南日报全体员工参加座谈会。

李富春

集团召开河南日报
创刊70周年座谈会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上接01版）

□吕志雄

本报讯 5月27日，集团党委下
发《关于开展“70年献礼·争做出彩
报业人”活动的通知》。《通知》指
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也是河南日报创刊70周年。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和宣
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
推动集团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集
团党委决定在全集团开展“70年献
礼·争做出彩报业人”活动。

活动以“守正创新 出彩追
梦”为主题，时间从 5月 10日开

始一直持续到 12月底。活动内容
分为三项：党建提质、建设模范
机关，“五比一争”和逐支部观
摩、整单位提升。

《通知》要求，各媒体各部门各
单位要把开展“70年献礼·争做出
彩报业人”作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有效抓手，精心
组织实施，全力营造争当出彩报业
人的浓厚氛围；活动开展情况将纳
入党建工作考核和党建述职评议考
核的重要内容，作为评判党组织和
党组织书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情况
的重要依据；集团直属单位党委要

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和指导，及时
掌握活动开展情况，解决突出问
题，督促各项工作落实。各单位要
对活动开展情况定期分析检查，对
活动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及时制
定措施予以改进，确保取得实
效。同时依托集团办公网“党建
之窗”、《河南报业人》 等媒体平
台，持续发掘提炼好的做法、经
验，集中宣传推广，引导党员干
部自觉学在深处、做在实处、走
在前列，形成常态长效，促进全
面提升。

集团直属单位党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