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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5日，集
团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
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相关精
神，研究讨论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的相
关文件，并就进一步加强集
团意识形态工作进行部署。

集团意识形态工作领
导小组董林、刘雅鸣、高金
光、石晓林、王自合、孙德
中、孙书一、韩嘉俊、孟磊及

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成员
参加会议。

董林传达学习了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意识
形态工作的相关精神。他
指出，集团上下要把意识形
态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始终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记在心上。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
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
话精神以及对意识形态工

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深刻领
会精神实质，不断对标对
表。要深刻认识集团面临
的形势，对意识形态工作保
持清醒认识。要上下成网，
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格局，加
强对互联网的清查管理和
督导考核。要深化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教育，持续锤炼

“四力”。要抓好制度落实，
层层扛稳主体责任。要把
意识形态工作和党建工作
结合起来，层层传导压力。

刘雅鸣传达了省委关
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要
求，并结合集团实际对意识
形态工作风险点进行分析
研判。强调要不断提高认
识，提升站位，扛稳责任，发
挥党报的主力军主阵地作
用，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的生力军。

会议对集团意识形态
工作进行了充分研讨和部
署。

新闻管理部

本报讯 11
月 1 日，集团党
委中心组召开会
议，认真学习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和中宣部
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并对进一步
贯彻落实讲话精
神作出安排。董
林主持会议，张
光辉、刘雅鸣、石
晓林、王自合、孙
德中、孙书一、韩
嘉俊参加会议。

学 习 研 讨
中，集团中心组
成员结合思想和
工作实际先后发
言。大家一致认
为，这次全会是
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之际、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历史交会点
上，召开的一次
具有开创性、里
程碑意义的重要
会议。全会围绕
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作出的

《决定》，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瞻远瞩的战
略眼光和强烈的
历史担当，充分
反映了新时代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新要求和人民
群众的新期待，
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

大家表示，
要按照党中央部
署，按照中宣部
电视电话会议要
求，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全
会精神上来。要
把握好导向，把
握好基调，深化
全会精神阐释解
读，推动形成学
习贯彻的浓厚氛
围。要结合集团
实际深入学习，
用全会精神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
破解难题、推动
工作，切实推进
集 团 高 质 量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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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5日，集团
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
会议，邀请中宣部媒体融合
专家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宋建武教授，就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
展，建设全媒体”进行专题
讲解。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
启雄、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
长刘颖及新闻处有关同志，
中心组成员董林、刘雅鸣、
石晓林、王自合、韩嘉俊、孟
磊，集团全体处级干部、采
编部门业务骨干等 300 余
人参加学习。

会前，董林社长向宋建
武教授颁发“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顾问”聘书。

宋建武教授用详实的

案例和生动的讲解，对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
作，尤其是媒体融合工作的
重要讲话精神，进行深入解
读。他说，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以今日头条、抖音、快
手为代表的商业媒体平台
抢占了时代“风口”。主流
媒体虽然加速转型，但有爆
款无用户，有流量无平台，
尤其缺少自主可控的传播
大平台。“赛事”升级的下半
场，主流媒体不能搞单打独
斗，要发挥体系作战的优
势，紧紧依靠县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支撑点，在引导中服
务，在服务中引导，打通信
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打造
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型传
播平台，积极构建现代传播

体系。
宋建武教授还分享了

他对全媒体概念的理解。
所谓“全”，并非特指物理层
面和媒介形态，而是信息传
播要打通时空维度、信息状
态维度、社会维度、媒体功
能维度，形成信息围人转，
终端随人走，做到人在哪
儿，我们就在哪儿。平台
化、移动化、智能化是当前
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尤其是
移动传播，打破作者与受众
边界，用户成为传播活动的
主体。宋建武教授对此进
行深入剖析，指出 5G 技术
的快速发展，极大拓展了数
据采集方式和能力，将形成
新的数据中心。主流媒体
必须抓住技术变革机遇，加

强对 5G、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关
注和研究，为“算法”注入主
流价值，在媒体融合的下半
场实现弯道超车，抢占舆论
引导的制高点。

当天下午，宋教授应邀
参加了集团发展战略规划
制订的座谈会。会上，宋教
授就如何依托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为政务服务技术
赋能，如何以产品为导向打
造两大新媒体集群、建设新
型主流客户端，如何加快推
进深融深改、做大做强多元
产业、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
等问题，与战略规划起草组
的同志互动交流，并结合集
团实际提出意见建议。

张景旭

集团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集团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

就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举办专题讲座

本报讯 按照省文明办
的统一部署，11月7日，全
国文明单位2019年年度复
查考核组一行四人，对集
团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进行
了实地检查验收。董林社
长出席情况汇报会并讲话，
石晓林副社长主持会议并
汇报集团2019年精神文明
建设情况。集团精神文明
建设领导小组主要综合部
门成员参加会议。

董林指出，全国文明单
位是报业集团的一块金字招
牌。集团党委对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将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作为专项议
题，既对整体情况给予高度
关注，又对重点工作给予有
力指导。在具体工作中，集
团党委和集团精神文明建设
领导小组始终坚持“两手
抓、两手硬”，坚持统筹兼
顾、改革创新，以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着力加强思想道德建
设、着力深化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着力培育文明新
风，着力提高干部职工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打

造“幸福集团、快乐集
团”，为决胜全面小康、让
中原更加出彩提供了强大的
精神力量和丰厚的道德滋
养。

石晓林对集团 2019年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进行了
全面总结。对集团全面唱
响新中国成立70年赞歌、大
力宣传“出彩河南人”、持续
开展“好记者讲好故事”、深
入推进公益广告创作及宣
传、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等特色工作进行了
详细汇报。

考核组对集团 2019年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认为，作为全省
新闻宣传战线的主力军，
报业集团在精神文明单位
创建上既是宣传者、弘扬
者，也是践行者和引领者。
组织开展的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创建活动，目标精准，
扎实有效，展现了出彩报
业人的作风。在接下来的
创建工作中，要继续抓紧
抓严，落细落实，推动集
团的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
台阶。 周恩成

集团启动全国文明单位年度复查工作


